
情景剧《心碰心》从全国７０部剧本里脱颖而出，成

为唯一一部获得专家全票通过的剧本，在全国大学

生“村官”培训班联欢晚会上作为情景剧范本献演

３场，受到中组部、农业部相关领导及全国各地参

训大学生“村官”广泛赞誉。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

副主任李志宏评价说：“《心碰心》剧本编得好，演员

演得好，反响效果好！”

【如皋市首次获江苏省人才工作先进市称号】　

１２月，如皋市顺利通过省人才工作先进县（市、区）

评选考核，首次获得江苏省人才工作先进市称号。

近年，如皋市牢固树立人才优先发展理念，大

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发展中

心，服务大局，以招才引智为重点，以人才培养和激

励为主线，努力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创新型

人才，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环境，全力

构筑人才“皋”地，推进人才工作创先争优，为实施

“两个加快”、奋力实现“迈进基本现代化、建设美好

新如皋”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张晶晶）

宣宣宣　　　传传传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有理论学习中心组７５个，其中镇

（区、园）党委（工委）中心组２０个、部门党委（组）中

心组５５个。全市有基层党校２９所，其中镇党委党

校２０所、部门党委党校６所、企事业单位党校３

所；现有基层党校分校５所。２０１１年，市委宣传部

被评为市级机关目标责任制考评先进集体。

理论教育　年内，市委宣传部先后邀请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等８位高层次专

家学者为全市领导干部作专题讲座。市委中心组

围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

点专题集中学习１２次，举行市委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９次，各镇、市级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

学习会。以完善中心组重点课题学习情况旁听指

导制度为抓手，进一步强化对全市党委（组）中心组

学习指导，以测试、考核为抓手，强化检查督促科级

干部在职自学。在全市选聘２１名素质较高、宣讲

能力较强的人员，组建市理论宣讲志愿者队伍，围

绕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编发专题“双送”（送理论到基层、送党课到

支部）教材，开展“双送”活动１０００多场次。各基层

党委党校年平均办班达到８期以上。指导如城镇

孔庙社区等５个村（社区）建立基层党校分校，基层

理论武装阵地进一步延伸。围绕“贯彻落实十七届

五中全会精神、开启如皋‘十二五’发展新征程”主

题开展全市农村党员干部冬训。２月，制订下发

《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学习型领导班子、学习型干部

队伍建设的意见》。９月，牵头制订下发《如皋市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办法》。

舆论宣传　年内，整合宣传资源，完成《如皋日

报》改版，推动广播电视栏目创优。在《如皋日报》

开设“十二五”规划宣传特刊和专题，先后推出“十

二五”发展规划系列解读４５篇。在如皋电视台开

设“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勇当江苏实

现基本现代化先行军”、“走基层、看小康”等专题栏

目，广泛宣传报道全市各条战线全力推进“两个加

快”、深入实施“八项工程”的新实践新经验新成效，

为实现“十二五”首战告捷提供舆论支持。围绕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如皋撤县建市２０周

年，在全市广泛开展主题征文、知识竞赛、书画摄影

作品征集评选、图片展等系列活动，不断激发全市

人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３～５月，策划、拍摄

电视政论片《彩练当空》，由党建读物出版社正式出

版。８月，制订下发《关于加强城乡户外公益性宣

传管理的意见》，对全市主要道路沿线、城区及各镇

公益性宣传进行整体规划，新增一批电子显示屏、

高炮、落地广告牌等宣传载体。９月，制订下发《关

于印发〈如皋市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管理制度〉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全市新闻舆论宣传工作。９～１１

月，在全市组织开展“感受新如皋、推动新跨越”主

题活动。

对外宣传　年内，以充分展示如皋经济社会发

展新成就为重点，在重点主流媒体头版推出重点报

道３０余篇。３月、１０月《半月谈》推出《如皋：誓让

百姓“共饮长江水”》和《爱在如皋》、《如皋欢歌》系

列报道。５月、１２月，《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推出《如

皋：多元统筹加速城乡融合》和《如皋：转型升级勇

跨三道坎》。６月，《新闻联播》报道红十四军纪念

馆开馆活动。７月，《南通日报》头版头条推出《如

皋：勇当江苏实现基本现代化先行军》等９篇重点

报道。围绕世界长寿乡揭牌、沿江经济洽谈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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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军纪念馆开馆等重大活动，策划主题宣传，《人

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以

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媒体为之作集中报道。纪念红

十四军纪念馆开馆文艺晚会《江海军旗红》在中央

电视台七套播出。１０～１１月，策划拍摄如皋城市

形象宣传片并在中央电视台主要频道投放。依托

市委新闻网，建立市网络新闻发言人平台，２０个镇

（区、园）和首批３６个部门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实名

上岗，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做好网络热点问题和突

发事件舆情引导，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１１月１日，１０秒钟如皋城市形象宣传

片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　２月，如皋市哲

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

召开，选举产生市社科联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纪成

如为理事会主席。如皋在南通五县（市）中率先建

立社科联组织。

【拍摄制作电视专题片《彩练当空》】　３～５月，策划

拍摄３集电视专题片《彩练当空》，并由中组部党建

读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彩练当空》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展示如皋撤县建市２０年的发展历程。５月２９

日，市委在如皋大剧院举行《彩练当空》首映式。

【《半月谈》系列报道如皋爱心城市和文化建设硕

果】　９月，《半月谈》副总编张正宪到如皋驻点调

研。１０月，《半月谈》第１９期、２０期连续推出《爱在

如皋》、《如皋欢歌》系列报道，全景展示如皋爱心城

市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感受新如皋，推动新跨越”主题活动】　９～１１

月，市委宣传部在全市开展“感受新如皋，推动新跨

越”主题活动，组织全市人民和市内外各界人士，参

观红十四军纪念馆、文化广场、城市博物馆群等经

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亮点，增强全市人民加快建设

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激发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

设美好新如皋的热情，激励全市人民凝心聚力、奋

力拼搏，努力推动“十二五”发展新跨越。

【如皋两个项目获南通市宣传思想工作改革创新

奖】　１２月，如皋“以特色活动弘扬城市大爱”、“城

乡文化互动‘乡情乡韵’大型系列文艺演出”两个项

目获第三届南通县（市、区）宣传思想工作改革创

新奖。

（石海云）

统统统一一一战战战线线线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现有机

关工作人员１３人，全市有３个镇党委配备专职统

战委员，１７个镇（区、园）党（工）委配备兼职统战委

员。２０１１年，被评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

单位，获南通市经济统战工作先进单位和年度统战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称号。统战部党支部

被评为市“五好”先进基层党组织，“加强机关作风

效能建设”被评为市级机关党建工作优秀创新

项目。

党外干部工作　年内，市委统战部、组织部继

续推动党外干部实职安排，新提拔正科职党外干部

１人、副科职党外干部４人。至年底，全市有党外

领导干部２９人，其中，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４

人，司法机关２人，市政府工作机构１３人，镇（园、

区）５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１人，市属国有企业１

人，群众团体３人。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举办党外后

备干部培训班，３３名党外后备干部参加培训。指

导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召开会员大会。以组织

党外知识分子开展“立足本职争创一流、服务社会

争作贡献”主题活动为载体，深化“树立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全年组织召开统一战线

各界人士座谈会２次。选派３名党外干部参加南

通市第１３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　年内，市委统战

部在非公企业组织开展“凝心聚力建设美好新如

皋”主题活动。建立银企商合作平台，帮助中小企

业融资９０００多万元。吴道元、张奎宏、马斌、沈寿

明被表彰为第四届南通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指导市工商联进行完成换届。研究

制订 《关于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

工作的意见》，使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

价体系，牵头对拟为工商联 （总商会）执委的

２５０名候选人进行信息采集、评价，筛选出执委

候选人２２０人，在换届选举中当选新一届市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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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总商会）执委。

商会工作　年内，新组建异地商会２家、村级

行业商会１家。指导行业商会建立党组织，新建行

业商会党组织４个，至年底全市行业商会党组织达

到１１个。利用商会平台，引资、引智，加强对行业

商会服务品牌创建工作指导。２月，市行业商会联

合党委成立并正式揭牌。１０月２９日，由深圳如皋

商会联系组织、广东江苏商会投资、深圳如皋商会

会员参股、总投资３．６亿元的财富广场在如皋软件

园奠基。

民族宗教工作　年内，市委统战部、组织部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民族宗教工作网络建

设的意见》，围绕“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主

题，推进少数民族结对帮扶和服务管理工作，结对

帮扶关系１３８对，１２１户实现帮扶目标。组织人员

逐个走访调研在城经营兰州拉面的流动穆斯林１７

户，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教育引

导他们积极配合“六城同创”。进一步完善民族工

作应急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少数民族流动商民经

营纠纷６起。发挥民族团结促进会的作用，服务社

会管理创新。以创建“和谐寺观教堂”为抓手，坚持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加强

对中青年教职人员的培养和教育，建立与宗教界代

表人士联系交友制度，引导他们走爱国爱教、独立

自主自办道路。正确引导宗教界参与慈善事业，为

促进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海外联谊工作　年内，开展海外“四有”（政治

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造诣、社会上有

影响）人物调查，邀请丁重等１０多名海外“四有”人

物参加如皋首届“雉水英才话发展、学子归巢建功

业”恳谈会，李昌钰发信祝贺。先后接待台湾著名

诗人余光中，香港如皋同乡会李焕庭、钟林立，匈中

友协副主席冒寿福回如皋。８月，世界华人退伍军

人协会会长、香港如皋同乡会名誉会长丁伯鈔去

世，市委统战部派人到香港吊唁。

（赵本良）

政政政　　　法法法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政法系统现有干部职工１３６４人，其

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１２９８人，占９５．２％。２０１１年，

市委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共有７０个集体和１１１名

个人受到南通市级以上各类表彰。

平安建设　年内，不断完善大调解体系，深入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在全市２０个镇调处

中心、３４７个村（社区）全面安装调解服务一键通，

全年受理调处矛盾纠纷５６２５件，当事人对调解工

作的满意率和调解协议书的履行率达１００％。推

进道路监控网络工程、治安视频监控网络扩容升级

工程，城区巡防实现街面、场所、社区等重点部位全

天候、全方位覆盖，农村巡防达到“一镇一中队、一

村一服务队”，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联网舆情引导工

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创新建立社区服刑人员虚拟

管理服务机制，创新建成特殊人群启航阳光创业孵

化园４个，建立完善省、南通市级安置帮教基地６

个。全面落实各项外来人员服务管理举措，切实为

外来务工者提供良好的安居环境，在公共服务各方

面提供均等机会。如皋港、经济开发区等搬迁安置

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体系实现全覆盖，规范和完善

全市城乡社区组织体系、服务平台、管理机制，进一

步夯实社区基础工作。镇（区、园）政法综治工作中

心的硬软件建设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要求建设到

位，各村（社区）均建立标准统一的综治警务室和调

解室，社会管理专业队伍职业化管理、专业化运作、

科学化考核。在南通市创新办月度考评中夺得的

红旗数居南通首位。

法治如皋建设　年内，加强依法治市工作，建

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率达１００％。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依法强

化干部选拔录用及管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对如皋

相关做法批示肯定。全面深化行政争议诉前协调，

全年诉前协调行政争议５５例，成功５５例；实施行

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工作会商和重大行政争议预。

建立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提示制和部门主要负责

人出庭应诉规定制，一审案件出庭率和涉及市政府

行政案件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均达１００％，无行

政复议撤销变更案件，行政诉讼直接败诉案件下降

６４．２９％。强化执法信息化建设，实施“三线式”

（“三线”指党委组团、部门组队、基层组员）监督巡

视，执法督查评议经验被省委政法委转发，执法办

案经验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批示肯定。

创新执行工作机制，执行案件执结率、执结标的到

位率分别达９９．８７％、９８．１％，相关工作经验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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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批示肯定。注重基层民

主法治建设，大力推进村（社区）民主法治“强基升

级”工程，实行年初确定升级对象、年内督导升级工

作、年底固强补弱升级，年内省、市级民主法治村

（社区）命名率分别达到１５．３％和８６％。推进公民

法治驿站运行标准化，全市建成运行公民法治驿站

３５８个，标准化运行率达６５％，较好地发挥驿站自

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维权作用。加强法治文化

建设，全面规划“六五”普法工作。启动“普法邮路

通万家”工程，深化农民工学法“百千万”行动工程。

推进镇、村（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建成镇级法治

文化阵地１６个，建成率８０％；建成村级法治文化

阵地１５６个，建成率４５％。筹办２０１１法治江苏高

层论坛大调解法治化分论坛活动。４月，“普法邮

路通万家”工程启动。林梓镇桥口村、常青镇土山

村、搬经镇湖刘社区、东陈镇南东陈社区、石庄镇凤

鸣社区、九华镇郑甸社区、江安镇中心社区、如城镇

大明社区、桃园镇天堡社区９个村（社区）被命名为

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６月２９日，中央电视

台第１３套新闻栏目对如皋市行政争议诉前协调机

制给予深度报道。

　　４月２９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全市政法系统“发扬传统、

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暨光荣传统

教育报告会

　　队伍建设　年内，在全市政法系统开展 “发

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举办如皋市政法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文艺会演等系列庆祝活动。从社会不同层面

聘请２８名社会管理创新、平安法治建设督导员和

２０名政法队伍监督员，进一步增强政法队伍外部

监督力量。选派３４７名政法干警担任村 （社区）

政法干警综治特派员，锻炼政治干部服务基层的

能力。加大执法督查力度，集中开展执法监督巡

视４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通报、整改，进

一步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执法督查的工作经验

和做法被省委政法委、南通政法委转发。９月，

举办第四期政法系统年轻干部培训班，３４名政法

干警参加培训。

（谢　娟）

农农农业业业农农农村村村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村（居）３２９个，农业人口１２２．０２

万人。２０１１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１３８０．６３亿

元（农经统计口径，下同），增幅１７％。实现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４１２６元，同比增长１８．５％。在南通市

委、市政府农业农村工作考评中，获综合一等奖，市

政府获南通市扶贫开发与结对帮扶工作先进单位、

财政投入农业先进单位称号。市委农工办被评为

省农经农业系统工作效能考评先进单位、省扶贫系

统先进集体、省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农业科普宣传工

作先进集体，南通市２０１１年度农办工作综合考核

一等奖；土地征收使用制度改革试验和“双联双助”

获南通市农经系统创先争优工作奖。长寿集团、花

木大世界被评为南通市“十佳”新型农业龙头示范

企业，花卉花木专业合作社、高明群益桑蚕养殖专

业合作社、金诚肉鸽专业合作社、搬东种植农地股

份合作社、何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被评为南通市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先进单位。

农业产业化经营　全市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５０家，其中国家级１家、省级８家、

南通市级２４家。年内，实现农产品出口额９７７３万

美元。如皋肠衣加工集中区被评为江苏省２５家首

批农产品加工集中区之一，花木大世界被评为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五个一”（创建一个基地、致富一方

农民、振兴一个产业、对接一个农民合作组织、打造

一个优势品牌）示范创建活动先进企业。全年全市

完成规模农业项目投资总额２４亿元。工商登记合

作组织９９３个、合作联社１６家，入社农户３２万多

户，其中苏合销售如皋合作联社、光远果蔬、齐富畜

禽和寿丰稻米等２２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全省

首批“五好”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组织全市合作

示范社培训，邀请专家作解读《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８１·中共如皋市委员会



法》，作商标基础知识讲座，并就合作社专用财务管

理软件的使用进行培训。１月，组织全市农民专业

合作社参加省第四届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展销。２

月，建立并公示合作社名录３２６家。４月，苏皋长

寿品牌获省首届紫金奖。６月，南通联心食品、绿

园和新丝路获省项目资金４５０万元。７月，组织开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宣传日活

动。９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２０１２年加快现

代农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１〕８１号）。

农村负担监督管理　年内，全市以“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为重点加强农村负担监督管理。全市

３２９个行政村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全面履行民主

讨论程序，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率和专用票据使用

率均达１００％。全市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审批总量

５２３４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４２．７３万元。对村内“一

事一议”资金使用全面实行项目化管理，实施项目

化管理项目１２９０个，使用资金５０９９．３６万元。全

市１９个镇１１７个村的１２１个水泥道路建设项目享

受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获奖补资金２７４９万元（含

２０１０年度省奖补工作一等奖奖励资金１５０万元），

建成水泥道路１６８公里。当年收取水利工程水费

７１０．７７万元。３月、１２月，各镇全面审计村级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４月，市委、市政

府出台《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度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

作的意见》。６月、１２月，市委农工办组织农民负担

执法检查，并将检查情况通报全市。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年内，全市累计土地流转

面积３．３９６万公顷。至年底，全市３２４个土地股份

合作社有２８４家办理工商登记，登记成员１４２５１３

个。择优申报扶持农地股份合作社２０个，获扶持

资金１２３万元。其中，补助农地股份合作社１７个，

补助土地入股面积６２６．３７公顷，补助资金９１．７８

万元；补助千亩以上规模流转的村３个，土地流转

面积２０８．２公顷，补助资金３１．２２万元，受益农户

４２５８户。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会议上，市财政奖

励雪岸镇角池果树农地股份合作社等５个合作社

１１０万余元。１～３月，完成农地合作社名录编制工

作，农地合作社名录进入省名录库。４月，与市财

政局根据《江苏省财政扶持农村土地流转实施意

见》，逐个审核验收全市农地股份合作社申报的登

记证、农户入股合同、股权证、土地租赁合同（协

议）、农户分配清单等。

政策性农业保险　年内，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

总保费３７２５．５６万元，其中农户承担保费１１９９．３３

万元。农民承担保费中，种植业保费２９６６．２９万

元，占７９．６％；生猪保费３１７．０３万元，占８．５％；设

施大棚保费１７８．２５万元，占４．８％；养蚕保费２６４

万元，占７．１％。小麦、油菜、水稻承保面积分别为

４３７４３．２公顷、１１１５７．７３公顷、４６７６４．８公顷，均占

实际种植面积的１００％。全年小麦、油菜、水稻受

灾面积分别为 １０９７．９３ 公顷、１０２２．１３ 公顷、

１９９９．１３公顷，理赔金额分别为２６４．８８万元、

９４．２４万元、３６７．９２万元，理赔率（占各自总保费）

分别为２０％、３７．５％、２６．５％。能繁母猪续保

５２８３８头，死亡９９９头，理赔金额为１５９．４３万元，

占保费的５０．２％。设施大棚承保面积６００．１３公

顷，理赔金额为４３．６万元，占保费的２４．４％。中、

晚秋蚕参保１３．２万张，理赔４２５．１９万元，占保费

的１６１％。

被征地农民保障　年内，全市新增被征地农民

进保２１５７９人，至年底，累计进保５５６４６人。新增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据库５２３８组、土地数据

库５５５８个组。至年底，全市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数据库７７２１个组，占村民组总数９０％；建立集

体土地面积数据库７８５６个组，占村民组总数

９１．５％。下原、吴窑、搬经、白蒲、九华、如城、磨头、

雪岸、东陈、郭园、高明、软件园（桃园镇）１２个镇全

面建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据库和农村集体土地

数据库。上调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第四

年龄段人员（男性６０周岁以上，女性５５周岁以上）

养老金标准由每月２７０元调至每月３００元。出台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与新农保、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重复享受待遇的规定，提高失地农民保障

水平。

农村财务管理　年内，以农村财务审计、引导

村级经济发展、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合作社

财务管理为重点加强农村财务管理。与市监察局

组成联合审计组，在各镇审计并依法作出的审计决

定书基础上，重点抽审如城镇顾庄社区等５个村

（社区）财务。强化村级集体收入会计核算，全市村

级集体收入达到２０万元的村（社区）３１３个。开展

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试点。１月，组织新任村会计参

加南通组织的村会计上岗证培训考试。３月，检

查、通报全市所有农经服务中心代管资金核算情

·２８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况。４月，检查、通报全市财务公开情况。５月２８

日，全市首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袁桥镇农民

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成立。

新农村建设　年内，如皋成功申报省农村改革

试验区，被列入省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农办农村改

革联系点），明确以深化土地征、使用制度改革为试

验内容。镇区农民集居化建设加快，全年新开工

４００９７户，建成３０２０９户，入住２５４１１户。至年底，

全市累计开工建设１５．４６万户，建成１２．５５万户，

入住１０．２万户，累计建成样板、示范、合格小区分

别为３１个、６２个、１３４个。“万顷良田”工程建设难

中求进，开展镇村“推进‘万顷良田’试点我先行”大

讨论活动，组织各镇制订“万顷良田”规划，项目区

搬迁７３４２户，拆旧复垦土地３１２．６７公顷，新增耕

地４９８．８７公顷，如皋“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吸引省

内外１０多个县市到如皋参观考察。开展村庄生态

环境整治，建立村庄环境整治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下发《关于开展村庄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皋办〔２０１１〕１００号），召开村庄生态环境整治

现场推进会，全市８０个先行村全面启动整治工作。

５月，市纪委（监察局）会同农工办等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对农民集中居住区推进中向建房农户收取建

设资金开展清查的紧急通知》（皋纪发〔２０１１〕２８

号），组织农工办、财政局、住建局等相关部门人员

到各镇，全面核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１年年底

入住农民集中居住区和过渡房建设的农户，向镇村

交纳区位优势费、公共设施配套费、原住宅拆除保

证金及批建过渡房收取的保证金等情况。１２月下

旬，完成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补助资金测算，测算

以奖代补资金６７８．１５万元。

【全市首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　５月２８

日，经市委农工办批准，由市民政局以民办非企

业单位法人注册登记，全市首家农民资金互助合

作社———袁桥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成立。

该资金互助合作社由袁桥镇顾巷村１７组农民宋晓

飞等５人发起组建，注册资本５００万元。合作社

以吸收社员股金为资金来源，为社员提供生产生

活所需资金，实现 “民办、民管、民收益、民担

风险”的资金互助。

年内，合作社总体运营状况良好，入社社员

３１７人，吸纳社员股金５．６７万元、互助金５１９万

元，向农民投放互助金２１０万元。

（王志斌）

台台台　　　湾湾湾　　　事事事　　　务务务

【概况】　全市现有如皋籍在台人员１万余人（含解

放前去台人员２１０６人及其二、三代子孙辈），常住

如皋台胞７１人。２０１１年，全市接待台胞３２７人

次，其中到如皋探亲访友３２人次、经商考察２４８人

次，全市因私因公赴台７２４人次，其中旅游、探亲

６５２人次，应邀赴台７２人次。

对台经济　年内，全市新批台资项目１８个（其

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１６个），总投资４．９３亿美元，

注册台资３．９６亿美元，增资１００万美元，实际到账

台资１．９５亿美元。全市台资企业良好运作的有

２９家。市台办全年走访台资企业、台属企业４０余

家，梳理各类诉求３０余起。全年累计调解办理涉

台事务９４人次，解决中贸房产土地使用、万得福房

屋租赁、鸿荣五金合同纠纷、东南海植绒资金矛盾、

台胞危房、台属落实政策等难题１５起。出台《对台

资企业不实施限电管制的意见》，解决台资企业用

电难问题。

交流交往　年内，全市组团赴台招商考察３批

次，应邀参加环保、审计、教育领域交流研讨３次。

江苏爱吉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如皋市大昌电子有

限公司、南通富仕液压机床有限公司３家企业赴台

举办商务洽谈、履约活动。全年邀请和接待台湾客

商到如皋考察８批次２４８人，接待台湾到如皋旅

游、探亲３２人次，接待台湾媒体记者２批１２人。３

月，南通台商城组团赴台湾考察。４月，台湾“华夏

文经交流促进会”、（台湾）旺业集团、南通市台办、

南通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在上海共同举办长

三角全球化商贸论坛暨南通台商城入驻新闻发布

会，台湾海峡两岸农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翟维德和

“华夏文经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书国荣围绕“运用海

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搞活长三角全球化商贸”

作专题报告。全市镇（区、园）党（工）委书记、部门

负责人３７人赴台湾参加转型升级培训班。５月，

台湾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率团考察南通台商城

项目。６月，市委主要领导率团赴台湾参加“魅力

南通台湾行”活动。台湾著名诗人、台湾“中华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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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促进协会”理事长、台湾“中山大学”教授余光

中偕夫人范我存，在全国台联副会长、江苏省台联

会长胡有清陪同下到如皋参观访问。１０月２９日，

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率由全国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首任会长张汉文、南通市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刘瞡芳等２３人组成的

台商考察团到如皋考察全国台商服务中心项目，国

台办经济局黎勇、省台办经济处尹伟林及南通市、

如皋市领导陪同考察。

对台宣传　年内，市台办召开台商座谈会４

次，举办台商迎春酒会、台商台胞台属中秋联谊会、

台商尾牙迎春招待会、台谊会尾牙迎春活动４次。

邀请旺旺集团、台湾“魅力南通采访团”到如皋采

风，通过台湾媒体在台湾岛宣传如皋。全年在省台

办网站、《南通日报》、《南通台湾工作》、《如皋动态》

等媒体发表各类宣传稿件５７篇次。

（潘金国）

老老老 干干干 部部部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１年未，市委老干部局有工作人员９

人，下属事业单位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有工作人员５

人。全市现有离休干部６７２人。其中，行政机关离

休干部２１２人，事业单位离休干部２４９人，企业单

位离休干部２１１人；７０～７９岁离休干部７９人，８０

岁以上离休干部５９３人。全市现有退休干部９７２６

人。２０１１年，市委老干部局在南通市老干部工作

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一，被南通市委表彰为老干部工

作先进集体；被评为全省老干部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一等奖、南通市老干部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高

龄养护“１＋４”模式获南通市老干部工作创新创优

成果一等奖，“建立‘五项机制’，打造如皋品牌”获

南通市老干部工作创新创优成果二等奖。

落实政治待遇　年内，坚持每季度组织四套班

子老领导和地市级离休干部调研活动１次，收集整

理调研成果，全年形成《老干部工作情况》４期，供

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参考。坚持每季度组织在城

离退休干部集中听报告１次，各镇每半年组织离退

休干部通报情况和学习活动１次。春节和夏季高

温期间，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别带队逐个登门慰问

市四套班子老领导和享受地市级待遇的老干部，各

镇（区、园）、各主管部门领导组织慰问所属离退休

干部和辖区企业离休干部。在各镇（区、园）和有两

个以上老干部党支部的市级机关建立老干部党总

支，推进学习型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继续组织

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和党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验收并表彰“五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５９个。

落实生活待遇　年内，调整离休干部生活补贴

标准和范围，离休干部普遍增加生活补贴１个月。

全面提高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人均增加１００元。

发挥财政支持机制作用，不断巩固和完善离休干部

医药费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离休干部医药费拖

欠问题。等级医院恢复建立老干部病区，市委老干

部局配合医保部门加强医药费使用监管。重视老

干部信访工作，全年及时协调解决老干部各类信访

事件１５７人次。建立异地安置离休干部分区联系

制度。统一组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全市

离休干部走访慰问活动。积极稳妥办好７３位去世

离休干部的丧事。

服务管理　年内，各镇（区、园）围绕一主多点，

形成镇有中心活动室，片（村、居）有活动点的布局。

建立退休老干部工作组织领导、财政支持、服务保

障、困难帮扶、考核评价五项机制，推行“五个一”

（掌握一项新本领，撰写一份调研报告，提出一条合

理化建议，上好一堂革命传统课，结好一个帮扶对

子）工程。举办退休干部计算机培训班１次，参训

老干部５４人。搭建政治学习、组织活动、优质服

务、发挥作用平台，组建理论学习、兴趣活动、互助

服务、奉献余热小组，建立学习交流、活动管理、服

务保障、评先评优制度，让离退休干部、老干部家

庭、社会各阶层、党委政府满意，指导各社区在离退

休老干部学习、活动、医疗、家政、慰藉、奉献等方面

提供帮助。如城镇红星社区、长江镇春江花苑春桃

社区被命名为南通市利用社区资源为老干部服务

示范点。围绕“创特色工作，创优质服务，创一流业

绩”，不断放大“情系功臣，真诚关爱”优秀服务品牌

效应。继续开展“双联系（每人联系１～２个镇和部

门，联系１～２位离休干部）”活动，机关工作人员下

访５３６人次，看望异地安置离休干部８人次，登门

慰问看望老干部１６８人次，到医院探望生病住院老

干部８６人次。

老干部活动　６月，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举办全市首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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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举行首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文艺会演，２６０多

名老干部参加演出。在市行政中心举办老干部功

勋成果展，参展图片３００多幅。举办老干部优秀书

画作品展，展出老干部书画作品６０余幅。编印老

干部书画摄影作品集和获奖征文集５００册。组织

科级退休干部开展“学党史，走红路，忆传统”活动。

组织优秀征文２０篇、书画摄影作品１２幅，参加省

市组织的“党在我心中”征文活动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书画摄影展。

【“离退休党员干部与大学生‘村官’手牵手”主题实

践活动】　３月，市委老干部局在全市开展“离退休

党员干部与大学生‘村官’手牵手”主题实践活动。

主题实践活动以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就近就

便、发挥优势、形式多样、注重实效为原则，引导广

大离退休党员干部当好政治引导员、工作指导员、

创业扶持员、感情联络员，引导大学生“村官”当好

现代知识助学员、时政信息传递员、作用发挥协调

员、日常生活服务员。全市３４５名离退休干部党员

与３４４名大学生“村官”结对牵手，其中市四套班子

老领导和市级机关正科职退休干部３０人。

（李嘉萍）

市市市级级级机机机关关关党党党建建建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市级机关工委辖党总支１５个、直属党支

部５０个，党总支下属支部９４个，共有党员２８５６

人。２０１１年，市级机关各部门党组织以党的执政

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扎实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

思想建设　年内，市级机关各基层党组织以党

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教育读本》等为学习重点，以星

级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机关党员思

想建设，有２２个主题活动被确定为市机关党建创

新创优项目，４０家单位被评为市星级学习型党组

织。２月，下发《市级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创建评估

办法》、《关于在市级机关党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创

新创优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建功‘十

二五’，机关怎么办”大讨论和征文、演讲比赛的通

知》。３月，下发《关于在市级机关招募交通文明志

愿者的通知》，组织招募市级机关服务交通文明志

愿者５００名，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服务１３９６人次。４

月，收集、评选市级机关“建功‘十二五’、机关怎么

办”征文，下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系列

活动方案》，指导市级机关各部门开展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庆祝活动。５月，组织市级机关各部

门参观红十四军纪念馆，开展红十四军精神专题教

育活动和征文比赛。

组织建设　年内，４２个市级机关党组织被评

为市“五好”先进党组织，２４８名党员被评为“五带

头”优秀共产党员，３２人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市级机关党组织调整书记９人，发展新党员６８人，

预备党员转正４１人。按照“党建带群建”要求，进

一步健全机关工、青、妇组织，新建机关侨工委。６

月，会同组织部举办２０１１年春季入党积极分子培

训班，１２８人参训。８月，在延安举办机关党务干部

培训班，５２人机关党务干部参加培训。

廉政建设　年内，市级机关纪工委组织未派驻

派出纪检监察组织部门开展“立德守信我先行”活

动、“５·１０思廉日”等活动，切实提高机关党员干

部廉洁从政意识。１月，完成市级机关服务基层测

评和２０１０年市级机关党建工作绩效考核工作。３

月，启动市级机关“立德守信我先行”活动。４月，

会同市纪委对市残联开展业内监督检查。６月，专

项督查市级机关执行“八条禁令”情况。８月，会同

市纪委、市政府办公室等部门完成民生问题调研，

形成调研报告并提出督查整改建议。

文化建设　年内，市机关文化建设领导组继续

以精神、管理、廉政、法治、团队、环境文化建设为重

点推进机关文化建设。１月，完成第八届市级机关

“十佳”公仆评选表彰，孙天骄、丛立新、黄兆林、卢

俊、马玉明、刘志山、张志龙、沈宏文、刘伯健、肖剑

飞被评选为“十佳”公仆。４月，组织“创先争优我先

行”市级机关优秀服务品牌展，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团市委、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财政

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和市邮政局十家单位的优

秀服务品牌参展。５～７月，组织开展“喜迎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雉水之夜”市级

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专场晚会演出等

市级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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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进三服务”主题活动】　年内，市级机关工委

在机关中开展“三走进三服务”主题活动。走进企

业，深入开展“千人联千企”等活动，送最新扶持政

策，送保障发展法规，送前沿成熟科技，送各项便企

服务到企业，破解企业在审批、用地、融资、人才、技

术和市场等方面瓶颈制约，收集工作信息４４６条，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工、用电等各类矛盾和问题

２７３项。走进社区，按照全覆盖的要求，市级机关

７７个部门（单位）与社区结对共建，当好社区建设

的指导者和服务者，协调解决社区发展中的困难，

助推社区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走进乡村，选

派１００名“联助书记”到村任职，深入开展“双联双

助”，选派３６名机关干部到村任职“第一书记”，让

每个部门、每名机关工作人员都有结对帮扶的村和

户，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机

关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实践锻炼，砥砺品质、

锤炼作风、增长才干。

（许正阳）

机机机构构构编编编制制制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市级机关部门５４个、事业单位

４６３家，其中，市属事业单位３５７个，镇属事业单位

１０６个。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年内，按照《江苏省经济

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苏办发

〔２０１０〕２４号）要求，结合实际，推进长江镇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查摸底长江镇机构设置、

管理体制、管理权限等方面现状，学习借鉴外地改

革经验，从创新管理体制、扩大管理权限、强化公共

服务、增强发展活力四个方面出发，研究制订长江

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初步方案。３月，重点围

绕职责履行、机构编制执行和行政效应，评估市政

府工作部门“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规定

的执行情况。３月底，市政府机构改革通过南通市

编办评估验收。４月２３日，在省政府召开的全省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如皋作典型交流发言。９月１５日，长江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初步方案上报南通市。１２

月底，省委、省政府批复长江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试点方案。

事业单位改革　年内，加强事业单位清理业务

指导，对拟撤销整合以及调整人员编制单位提出处

理意见，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审批。经过清理规范，

撤销事业单位１７家，撤并４家。１０月，下发《关于

开展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皋编〔２０１１〕

３３号），明确清理规范的要求、方法、时间部署。

机构编制管理和监督检查　年内，收理镇、部

门有关机构编制事宜请示４９份，所有请示事项均

经市编委会讨论，逐一批复，并督促落实。与市委

组织部、市审计局联合开展“三责联审”，全年对市

民政局、桃园镇等１７家单位２３名科级领导干部实

施机构编制责任审核。１０月，结合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以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为抓手，进一步从源

头上管理，强化编制使用计划管理，严格控制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增长。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年内，按照《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要求办理事业单位年检３４９

家，设立登记５４家，变更登记２７６家，注销登记

１３５家，补领证书９家。

【市编办撰写的调查报告获中央编办优秀奖】　４月，

市编办组织编写的调查报告———《创新机构编制管

理机制服务事业单位改革大局》被中央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评定为优秀奖。

（郁　梅）

保保保　　　密密密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委办（机要保密局）按照“保

密、及时、准确、畅通”要求，加强机要通信和保密工

作的内部管理，提升业务技术素质，加快办公室自

动化建设。在全市开展保密工作检查，与市级机关

各部门签订保密责任书，确保保密工作万无一失。

宣传教育　年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密法》颁布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创新保密法律

法规宣传手段，进一步推动保密法制宣传教育的深

入开展。利用报刊、培训、讲座、会议、墙报板报、横

幅、标语等各种有效形式，深入到基层扎实开展保

密法宣传，提升全民的保密法律素质。发挥党校对

干部职工的保密教育阵地作用，分别在６月、９月在

党校举办的两期培训班中开展保密教育培训两次，

·６８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使参训人员了解党和国家有关保密工作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纪律以及新形势下保密

工作的地位、作用，掌握保密工作基本知识，增强参

训人员保密意识。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加强对全

市保密专兼职干部和重点涉密人员保密法律知识

教育培训，确保全市保密专兼职干部和重点涉密人

员全面掌握保密法律知识，丰富相关法律知识，提

高业务工作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按照省、南通市

保密局安排，派人参加和组织开展保密法规知识集

中培训。认真开展保密刊物的学刊、用刊宣传指导

工作，组织全市各单位征订《保密工作》杂志。

督促检查　年内，加强全国各类统一考试保密

环境整治，与市公安局、市招生办等单位联合检查

各类国家统一考试试卷保密室，全程参加试卷接

送、分发、存放工作。强化重点涉密单位保密工作

思想定位、工作定位和形象定位，从１１月起，开展

对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招生办等单位的

保密要害部门和保密要害部位保密检查，督促落实

各项保密法律、法规和措施。检查市委办、市政府

办、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信访局等重点涉密单位

落实中央、省、南通市保密工作重要指示、重大方针

政策和领导干部保密责任制情况，全市各目标责任

单位均按要求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失泄

密事件报告制度，未发生失泄密事件。

技术防范　年内，加强对全市涉密计算机管

理，每天使用互联网搜索工具搜索上网信息，监测

局域网内是否有涉密信息上网情况，建立健全上网

信息保密审查制度，执行《涉密笔记本电脑和移动

存储介质安全保密规定》，加强对全市涉密磁介质

载体的管理。坚持涉密重大会议场所配备手机干

扰器，在全年召开的全市农村经济工作会、市委扩

大会等会议上，为会议提供技术保障服务使用手机

干扰器１５台次。３月，清理、检查、登记市级党政

机关涉密计算机和计算机局域网，要求存在问题单

位及时整改，要求各部门落实涉密计算机分管领导

和操作人员并上报市机要保密局。

（章礼君）

史史史　　　志志志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市地方志工作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有工作人员

９人，另聘用修志人员３人。２０１１年，被评为南通

市史志系统先进集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

明单位。

史志资料征集、编研　年内，继续组织开展红

十四军资料征集，走访烈士后代家庭５８户，查阅档

案资料３２５卷，征集人物照片５８张，资料照片２６２

张，实物１９件，各地革命斗争史、英烈传等２３册

（件），档案资料复印件１０６件。先后组织召开“文

化大革命”专题座谈会３次，征集“文化大革命”时

期党史资料回忆文章３１篇，计６万余字。开展《地

方志工作条例》的宣传教育活动，研究制订《地方志

质量规定》和《地方志编纂行文规范》，完成《如皋市

志》下限延长部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资料征集，《如

皋市志》（下限至２０１０年）分纂完成率达９５％以

上。完成省、南通市年鉴如皋部分资料编写工作，

重新修订如皋年鉴编目框架，编纂出版《如皋年鉴

（２０１１）》。开展东部地区革命史料抢救工作，通过

个别走访，到外地查阅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等方式，

获取文字资料、口述资料等６万多字。记载、整理

市委、市政府大事、要事３０５条，计３．８２万字。累

计在南通市以上专业期刊发表史志工作理论研究、

探讨文章１０篇，其中国家级２篇、省级４篇。４月

１２～１３日，省委党史工办主任崔广怀一行到如皋，

调研指导红十四军纪念馆正式开馆相关事宜。６

月９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研讨会在如皋举

行。９月，第五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结果

揭晓，《如皋年鉴（２０１０）》获三等奖。市委下发《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史工作的意见》（皋委发

４月１８日，市委党史办围绕“文化大革命”主题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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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７０号），明确党史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建立全市史志工作组织网络和工作机制。１０月，

《如皋年鉴（２０１１）》经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计９５

万字。《石庄镇志》通过市地方志办评审，达到公开

出版要求。１１月，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

南通篇》如皋部分编纂工作，计１２万字。１２月，完

成红十四军研讨会筹建工作，红十四军研究会

成立。

史志资料宣传、利用　年内，进一步修改、完善

红十四军纪念馆布展内容１０００余处，配合做好市

青少年红军历史教育馆重新布馆和市传统教育拓

展训练基地建设任务。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到如皋，审查红

十四军纪念馆布展情况，并成功取得专家们同意正

式对外开放的书面审查意见。把握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和红十四军纪念馆正式开馆契机，

先后配合中央电视台、《江海怒涛———回忆红十四

军》摄制组、江苏卫视、安徽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

电台等省内外１８家媒体录制推介如皋红色文化的

广播电视节目（剧目）。与市委组织部、党校联合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巡回宣讲团，分赴各镇、相关部

门、企事业单位宣讲党史，推进党史“六进”活动。

与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

年党史知识竞赛；与市委组织部、市级机关工委等

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书画摄影比

赛、征文演讲比赛和广场专题文艺晚会；与市广播

电视台联合开设党史知识系列专题节目，拍摄（录

制）、播出电视专题片６集、广播专题节目２９档；在

市委新闻网、如皋党建网、机关党建网等网站开辟

史志宣传专栏，上传史志宣传资料９６万余字。累

计在《中共党史论丛》、《大江南北》、《老区建设》等

书刊刊出推介如皋革命斗争史文章４７篇、２０多万

字。组织专人对历年积累的党史、地方志书籍、资

料分类、编号，整理历年党史、地方志编写、编纂过

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健全图书、资料借阅、调用有

关规定，为提高党史、地方志资料宣传利用的科学

化、规范化水平奠定基础。完成“五一”农民暴动纪

念碑恢复重建、林梓镇俞铭璜故居修缮、“七战七

捷”丁林战斗遗址纪念碑恢复重建规划落实等任

务。２月２６日，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江苏省委宣

传部联合摄制的四集文献纪录片《江海怒涛———回

忆红十四军》在央视第七频道播出。３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秘文发〔２０１１〕１７号）

同意红十四军纪念馆正式开放。６月９日，红十四

军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

【红十四军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６月９日上午，

市委、市政府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简称红

十四军）纪念馆开馆仪式，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红十四军纪念馆坐落于如城镇福寿东路红十

四军公园内，占地４２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７８６０平

方米，展厅面积约６３５０平方米。该馆于２００９年４

月正式开工建设。２０１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红十四军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中秘文发〔２０１１〕１７号）。

纪念馆由序厅、“江海曙光”、“长夜惊雷”、“斩

木举义”、“军旗如画”、“革故鼎新”、“金戈铁马”、

“碧血丹心”、“野火春风”、尾厅１０个部分组成，以

１３００余幅图片、近４万字说明文字、６００余件实物

资料，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江苏境内唯一一支中央

序列正规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艰

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红十四军纪念馆的

建成开放，对于如皋放大红色旅游品牌、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红十四军研讨会在如皋举行】　６月９日下午，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研讨会在如皋光华国际大酒

店国际会议厅举行。

研讨会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江苏省中共党史

学会联合举办，南通市委党史办、如皋市委承办，共

收到论文５２篇。研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由省委党工办副主任吴雪晴主持，南通市副市

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介绍红十四军资料、实物

挖掘、征集、整理情况及在红十四军精神鼓舞下如

皋近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委原书记、省中共党

史学会会长陈焕友，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玉

明分别讲话；举行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向如皋赠

送红十四军资料、书籍仪式。第二阶段会议由南通

市委党史办主任严崇明主持，１６位到会专家学者

作口头研讨发言，分别从不同视角，重温红十四军

光辉历史，评述红十四军历史功绩，研究和探讨红

十四军的不朽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最后，省中共党

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专家马洪武对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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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点评。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获全国三等奖】　９月，第五届

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结果揭晓，《如皋年鉴

（２０１０）》从数千部参评的中央、省、市、县级综合年

鉴和专业年鉴中脱颖而出，获三等奖。

《如皋年鉴》一直以办全国一流年鉴为目标，认

真落实征、编、校、审制度，严把政治关、史实关和保

密关，有力地保证了年鉴质量。《如皋年鉴》在突出

“资政、教化、存史”作用的同时，逐步成为宣传、推

介如皋的重要窗口。

【红十四军研究会成立】　１２月２３日，红十四军研

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市政协原主席浦文海为首任

会长。

９月７日，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同意成立红十

四军研究会，新成立的红十四军研究会接受市委党

史办业务指导。１２月１２日，市民政局批复（皋民

民〔２０１１〕１１８号），同意成立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

会。红十四军研究会的成立，对进一步挖掘整理、

抢救保护、传承弘扬红十四军历史文化，服务于党

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升如皋城市品位，促进

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姜小燕）

党党党政政政干干干部部部教教教育育育培培培训训训

【概况】　市委党校现有在职教职员工４６人；现有

专业技术人员３３名，其中，高级讲师７人，讲师１６

人、助理讲师１０人。拥有教学电脑３０台、办公电

脑３２台、中央党校远程教学网站Ｃ级站１座。

２０１１年，被列为省委党校现场教学基地和南通市

委党校“流动课堂”教学基地，成为全国首个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县级鉴定点，被评为省优秀函授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

主体班次教学　年内，主办、联办主体培训班

１９期，培训２２００多人。全年在市级机关、镇（区）、

企事业单位宣讲红十四军精神、七一讲话精神和十

七届五中全会精神１００多场。１月，与市城管执法

局联办城管系统人员培训班，培训１３０人。２月，

主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３期，培训８４０人。４月，

与市纪委联办新任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培训纪检

干部３３人。５月，与市人大联办新任镇人大干部

培训班，培训人大干部２２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全国统考在如皋市委党校设立首个县市鉴定点，

全市９６名重点骨干企业管理人员参加高级工、技

师两个级别考试。６月，与市安监局联办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培训班，培训８５人。７月，与市

药监局联办市药品从业人员培训班２期，培训２３１

人。８月，主办高层次党政后备干部人才培训班，

培训５７人次。主办大学生“村官”培训班，培训４９

人。主办初任公务员培训班，培训６４人。９月，与

市政法委联办政法系统年轻干部培训班，培训３３

人。１０月，主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干部培

训班，培训６９人。１１月，与市统战部联办党外干

部培训班，培训３２人。与市软件园（桃园镇）联办

软件园（桃园镇）党员干部培训班，培训１５７人。

外训、函授班次教学年内，与南通市委党校合

作实施“流动课堂”新模式，承办省、南通市委党校

９个班次的现场教学任务，培训５２７人次。函授班

次有在校医学类函授教学班１０个、全日制中专班

２个、党政类函授班１个，在籍学员４８６人。毕业５

个班（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１１４人。

教研与科研年内，发表科研论文９２篇，其中国

家级２０篇、省部级１６篇、南通市级８篇。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组建课题调研小组８个，开展

专题社会调查，形成２６份调研报告，并汇编成册，

为市委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持。

按月编印《时文荐读》和《建言献策》，邮寄机关领导

干部和企业经理管理人员，提供决策参考。

（何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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