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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镇（如皋港区）被列为全省农业现代化示范镇　Ｐ２２２

●全国秋末冬初桑树绿枝扦插技术研讨会在如皋召开　Ｐ２２６

●“如皋盆景”被确认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Ｐ２２７

●龙游水利风景区在南通首家被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Ｐ２３３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７７．１３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４５％。其中，农业产值４２．８４亿元，

同比增长６．９２％；林业产值０．１５亿元，同比下降

１７．７５％；牧 业 产 值 ２６．４９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９．９６％；渔业产值４．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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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５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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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５０公顷，同比减少７３０公顷；

蔬菜种植面积１．５万公顷，同比增加９０公顷。全

年粮食产量７２．８万吨，同比增产４．５６％；棉花产

量２００吨，同比下降２４．２４％；油料产量３．５８万

吨，同比下降１０．２８％；蔬菜产量５２．４万吨，同比

增长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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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机械购置的达７３５８万元；全市农用化肥施用量

（折纯）３．６５万吨。

【如皋新春农业招商洽谈会】　１月１８日，如皋新

春农业招商洽谈会举行。会上，发布市级重点农业

项目信息１２条，集中签约项目６７个，签约项目涉

及设施农业建设、农产品加工、农业生态休闲等方

面，协议投资总额为内资２９．１７３亿元、外资２９００

万美元。

【如皋名特优产品展示展销会】　１月１８日，如皋

名特优产品展示展销会开幕。展销会历时１个月，

近３０家企业和单位参展，以盆景花卉、长寿食品、

观赏鱼鸟等如皋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为主，同时

展示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工艺制品、民间收藏等。

【长江镇（如皋港区）被列为全省农业现代化示范

镇】　４月，省农委召开会议，部署全省２０个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开展农业现代化示范镇建设

工作，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被列为全省农业现

代化示范镇。

２０１１年度农业龙头企业经营情况一览
　表２２ 单位：万元

序号 级别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利　润 税　收 出口额

１ 国家 江苏长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２２６ ６７８ １２５ １７２９

２ 省级 如皋市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１９７２５ ７０２ ６１５ ８０２

３ 省级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５０２０００ ９５０ ３２０ ０

４ 省级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０５０．７７ ５３２０．５８ ３５８８．６４ ０

·２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续表２２－１

序号 级别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 利　润 税　收 出口额

５ 省级 南通天盟养殖有限公司 ９５０６ ４３５ ０ ０

６ 省级 如皋市绿园有限公司 １０１５０ １５２４ ７．２ ０

７ 省级 如皋市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 １２８９０．７６ ３８９．１５ ６０５ １９．６５

８ 省级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４２２５６ ４２４７ ０ ０

９ 南通 如皋市长生食品罐头有限公司 ３５５１．３ ２１３．４８ １３９．５ ２７５．３

１０ 南通 南通光远冻制品有限公司 ４２６５ １８９ １４０ ６０２

１１ 南通 南通市赛天蓬牧业有限公司 １１８６８ ５７３．８６ ０ ０

１２ 南通 如皋市太阳肠衣有限公司 ８２４２．４ ５２２．４ ３１６．８ １０４６．７

１３ 南通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２５１３３．４ ６１７．３ ６０４．６ １０９４．４

１４ 南通 南通市江中农产品有限公司 ６２１３．５ ３３１．７ ８２．９ ０

１５ 南通 如皋市兴昌实业有限公司 ２７０５．９ ２０１ ４８．３ ０

１６ 南通 南通市宏达肠衣有限公司 ８２６６ ３２６ ３６ ９１０

１７ 南通 南通仁寿食品有限公司 １５７０４ ４８０ ８０ １５０７

１８ 南通 南通利都肠衣有限公司 ４０９４ ２１ ３５ ６４０

１９ 南通 如皋市时来牧业有限公司 ８１２０ ５２０ ０ ０

２０ 南通 如皋市皋乐面粉有限公司 ６５７７ ３３０ ５１ ０

２１ 南通 如皋市永兴肠衣有限公司 １５６００ ７１０ ０ １１５０

２２ 南通 如皋市中心沙水产养殖场 １０１５ １０２ ０ ０

２３ 南通 如皋市范氏生态水产专业合作社 ８４７２ ２９８．２ ０ ０

２４ 如皋 如皋市光远食品有限公司 ２９７６．６６ ７８．１９ ５９．８ ５９．８

２５ 如皋 南通菲菲茧丝绸有限公司 ２２４７ ４１．５ ５８ ０

２６ 如皋 江苏梅源园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７５１２ ６６７ １３１ ０

２７ 如皋 如皋市花海艺术盆景园有限公司 １１８２ １７８ ６２ ０

２８ 如皋 如皋市永祥皮革制品厂 １０８１２．８ １１６ １９８．０８ ０

２９ 如皋 南通白蒲黄酒有限公司 ４１１０ ５０ ５８２ ０

３０ 如皋 南通水绘园酒业有限公司 ９５０ ８ １２ ０

３１ 如皋 如皋市华珍禽业有限公司 ５８３．６ ３８．４ ０ ０

３２ 如皋 江苏久锦畜牧有限公司 １３８０ １９０ ０ ０

３３ 如皋 南通多瑞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６０１９ ８９ １３．５ ０

３４ 如皋 如皋市凤鸣食品厂（旺寿园） １６７２ １３４．０７ １２．９８ ０

３５ 如皋 如皋市广兴米业有限公司 １０８９０ １９２ ０ ０

３６ 如皋 南通龙豚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２００ ０ ０

３７ 如皋 如皋市丰茂果蔬专业合作社 ９１１ ４６．２ ０ ０

３８ 如皋 南通晨阳葡萄生态园 ４０４．３６ ５９ ０ ０

３９ 如皋 南通保龙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２１６０ １７３ ０ ０

４０ 如皋 南通天之鹿鸽业养殖有限公司 １０５３．４６ ４６４．９７ ０ ０

４１ 如皋 南通市万象牧业有限公司 ６２５０ ２８０ １３６ ０

４２ 如皋 南通雉水酒业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 ８９ １２３ ０

４３ 如皋 江苏久辉畜产品有限公司 ５７３５．４ ３８６．５ ２８．５ １３５．４

４４ 如皋 如皋市昊天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１３５８．６３ ２１１．９５ ０ ０

４５ 如皋 如皋市绿缘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８２０ ２７ ０ ０

４６ 如皋 南通群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１２５０ ０ ０ ０

４７ 如皋 如皋市吴窑山羊市场有限公司 ３２０００ ３６．２ ４ ０

４８ 如皋 如皋市东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１１ ６３５ ４１７ ０

４９ 如皋 南通城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４８２．９５６ １０２３．４４３ ３３５．４４９ ０

５０ 如皋 南通岛香食品有限公司 １３２３ －８６ ０ １６３

合　　计 １０１５２７６．９ ２５０１０．０９３ ８９６８．２４９ １０１３４．２５

·３２２·农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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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聚

焦“土地产出三年倍增和农民收入五年倍增”，农业

工作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１５．０６万公顷，粮食作物总产达７２．８０万吨。

２０１１年全市社会农作物面积、产量情况统计

　表２３

项　目　名　称
面　积
（万公顷）

亩　产
（公斤）

总产
（吨）

全社会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１５．０５９ ／ ／

一、粮食作物合计 １１．０５３ ４３９ ７２８００６

　（一）夏粮合计 ４．８８１ ３３３ ２４３７１２

　　１．小麦 ４．５８９ ３３８ ２３２９３１

　　２．大麦 ０．１９５ ２８２ ８２５４

　　３．蚕豌豆 ０．０９６ １７５ ２５２７

　（二）秋粮合计 ６．１７３ ５２３ ４８４２９４

　　１．中稻 ４．８３５ ５８９ ４２６８７０

　　２．双季后作稻 ０．００３ ５８１ ２５２

　　３．玉米 ０．４５３ ３６９ ２５０８３

　　４．豆类 ０．６５７ １９６ １９２７５

　　５．薯类 ０．１９３ ３９０ １１２７３

　　６．其他秋粮 ０．０３２ ３２１ １５４１

二、油料合计 １．４３５ １６６ ３５７７５

　（一）油菜子 １．０７５ １６０ ２５８２４

　（二）花生 ０．３５８ １８５ ９９２６

　（三）芝麻 ０．００２ １００ ２５

三、棉花 ０．０２１ ６５ ２００

四、药材 ０．０１２ ５５６ １０００

五、蔬菜、瓜类 １．６８０ ２３６５ ５９６０３１

　（一）蔬菜 １．５００ ２３２９ ５２４０３１

　（二）瓜类 ０．１８０ ２６６７ ７２０００

六、其他农作物 ０．８５７ ／ ／

　其中：花卉苗木 ０．２８０ ／ ／

　　　 桑园 ０．５７４ ／ ／

　　粮油菜生产　年内，农业生产主攻粮食单产，

开展高产增效创建活动，推进旱粮改水稻、籼稻改

粳稻、直播改机插和水稻高产增效创建“三改一创

建”工作。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为１１．０５万公顷，相

比上年稍有减少，单产和总产保持增长。其中，夏

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连续八年增产丰收。全

市夏粮面积４．８８万公顷，总产２４．３７１２万吨。水

稻播种面积４．８４万公顷，亩产５８９公斤，总产

４２．７１万吨。油料作物播种面积１．４４万公顷，亩

产１６６公斤，总产３．５７７５万吨。蔬菜播种面积

１．５万公顷，总产５２．４万吨。创建部级水稻万亩

示范片３个，省级小麦万亩高产增效示范区２个、

水稻万亩示范片３个，白蒲镇为创建整建制推进

镇。建成百亩以上规模设施果蔬园区８６家、面积

２３７４．７公顷，土地产出与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农

作物病虫草害总体呈偏重发生态势，全年预报５０

个对象６３个病虫草害代次，发生期准确率１００％，

发生量准确率９６．２％，主要病虫害测报准确及时。

高产创建示范区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占全

市粮食示范区面积的１００％。全年未发生重大动

植物疫情疫病流行及农业生产安全事故。６月１８

日，市政府与上海市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实施市外蔬菜基地对接，签订对接协议书，明确

如皋作为上海的市外对接基地，每年为上海提供种

植绿叶蔬菜２００公顷，优先满足上海市场客户需

求，扩大如皋蔬菜在上海市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９月１１日，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心如皋

试验示范基地合作共建签字仪式在白蒲镇举行，国

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心与市农委、白蒲镇镇政府

在白蒲镇朱家桥村通过流转土地、租赁设施和投资

新建等方式，合作共建高标准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

术中心如皋试验示范基地，副省长曹卫星及省经信

委、省农委、南京农业大学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

签约仪式。１０月，市政府在桃园镇召开秋收秋种

工作现场会，推进秋收秋种工作有序开展。

高效设施农业　年内，全市高效设施农业发展

呈现数量多、质量高、规模大、类型广、机制新态势。

培育形成花木盆景、长寿食品、外向肠衣和农副产

品流通四大百亿产业板块，打造提升优质稻米、果

蔬、畜禽、蚕桑和现代渔业五大数十亿元能级产业

板块，主导高效产业形成，规模总量持续攀升。全

年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２．０１万公顷，高效农业规模

化占比７５％。新增设施农业３４００公顷，建成万亩

设施镇３个，建成３３．３３公顷以上连片设施农业园

区３０个，其中千亩连片园区１１个。新发展喷滴灌

１３３余公顷，标准钢架大棚占比６０％以上。建成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市）（江苏仅两家）。

·４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新增休闲农业１６８６．７公顷，建成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

上休闲农业项目４个。建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１个、南通市级农业园区２个，如城现代农业产

业园获省政府授牌，搬经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示范园

列入省级动态监测。培育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

基地、省现代农业示范村各１个。如城镇顾庄村被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命名为全省１３个最具魅力休闲

乡村之一。如皋市在全国沿江沿海发达区首家创

新提出国家有机农业示范县（市）创建，与环保部食

品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由南京农业大学牵

头编制《如皋市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并通过专家评

审团论证评审。１２月，南通市高效设施农业推进

会在如皋召开，会议现场参观高明镇万亩设施农业

园区、高明镇农产品交易中心和搬经镇千亩设施农

业园区，如皋高效设施农业发展在会上获肯定。

林业生产　年内，新增成片造林１４６０公顷。

建设江海高速、新２０４国道、３３４省道等高等级公

路绿色通道达标工程１５０公顷，焦港河、拉马河等

骨干河道生态防护林建设工程９８．２７公顷，桑田套

种银杏示范工程６７０．７公顷。建设绿色现代农业

园区５个、重要窗口绿化提升工程２个，四旁植树

１０７．８万株，建成常青、郭园、九华３个南通市绿化

示范镇和２０个省级绿化示范村。经省森林资源监

测中心认可，全市森林覆盖率为２２．２８％。区划省

级生态公益林小班１５５５个，区划生态公益林总面

积６０９１．９公顷，发林权证２６８本，林权证发放总面

积６０９１．９公顷。３月，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１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扬启高速如皋段绿色通道建设的土

地流转、造林苗木和以奖代补等，按照规划设计要

求和“开挖边沟、苗木和栽植质量不走样，将造林工

程招标和林权改制、林木管护相结合”原则，全面完

成绿色通道建设工程。５～１０月，组织３个调查工

作组对各镇省级生态公益林小班的森林资源消长、

地类、林种、林分质量、林地、林木等权属、森林健

康、生态效益发挥、管护责任制落实等情况开展外

业调查，为如皋省级生态公益林森林经营方案的确

定及推进省级生态公益林林权登记发证工作提供

翔实基础数据。１１月，结合实施古树名木“十个

一”保护工程，对九华镇千年古银杏实施保护，修建

围栏、迎水面驳坡，栽植草坪防止水土流失等，并与

管护人员重新签订合同。

养养养　　　　　　殖殖殖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生猪饲养量１９３．４８万头，

同比上升４．８１％；家禽饲养量３２２５．１４万只，同比

上升３．０２％；山羊饲养量７６．６８万只。生猪规模

场累计 上 市 ８１．８０ 万 头，占 全 市 上 市 量 的

７５．１７％，同比上升 ４．６５％；蛋鸡规模场栏存

６６８．９６万只，占全市蛋鸡总栏存的９４．１６％，同比

提高０．１％；肉鸡规模场累计上市９２７．６９万只，占

全市总上市量的９４．７１％，同比上升０．１７％。猪肉

产量 ７７８６２ 吨，羊肉产量 ７７７６ 吨，牛奶产量

２３１０．９６吨，禽肉产量３２８５３吨。蚕种发种２５４７９３

张，其中春蚕１１．９４８５万张、续春蚕１７０６张、中秋

蚕１０．３６０２万张、晚秋蚕３００００张，居全省第三位，

比上年增发６３９９张，增长２．６８％。投产桑园亩均

发种３．０张，张产茧３４．２５公斤，总产茧８７２．９万

公斤，茧产值３５２５４．１５万元。水产养殖面积

６１３３．３公顷，其中池塘养殖３０９３．３公顷、河沟养

殖３０４０公顷。新增高效渔业面积３４０公顷，其中

设施渔业面积６８公顷，全市河沟网箱设施养殖达

１００万平方米，新增甲鱼养殖温室１万平方米，新

增乌鱼养殖面积８０公顷。实现养殖产量２．１万

吨，实现渔业经济总量１０．５亿元，创历史新高。

蚕桑生产　全市桑园面积５７２６．７公顷，其中，

投产桑园５６６０公顷，冬末春初新栽桑园６６．７公

顷。全年发种２５４７９３张，居全省第三位，比上年增

发６３９９张，增长２．６８％。投产桑园亩均发种３．０

张，张产茧３４．２５公斤，总产茧８７２．９万公斤，茧产

值３５２５４．１５万元。全年蚕茧收购价格平均为

２０．１９元／斤。全市平均亩桑蚕茧收入４１０４．０９

元，加上桑园合理夹种大蒜、青菜、菠菜、甜豌豆、菜

薹、荠菜、榨菜等蔬菜增收５９７５．２万元，亩桑增加

收益６９５．６元，合计亩桑收益４７９９．６９元，收益高

的农户亩桑收益６０００元以上。４月１１～１２日，全

国秋末冬初桑树绿枝扦插技术现场研讨会在如皋

召开，中国蚕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

究所所长张国政等全国１１个省的４０多名专家参

加会议。６月，全市各镇春蚕陆续进入上蔟盛期，

因大气污染、高低温冲击、雨水不足等因素，全市出

现春蚕大面积不结茧现象。７月，市政府办公室下

发《关于开展养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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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２０１１年秋蚕开始，在全市开展养蚕政策性农

业保险工作。

畜牧生产　全年免疫生猪 Ｗ３２３．１９万头次，

猪瘟３２２．８３万头次，高致病性猪蓝耳病１６６．２３万

头，猪链球菌１１３．１２万头，牛、羊口蹄疫（Ｏ－亚Ⅰ

型）３１．２６万头，牛Ａ型口蹄疫３１５头，高致病性禽

流感防疫２７９３．４万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度达

１００％，抗体合格率８０％以上。生猪产地检疫生猪

７５万头，生猪屠宰检疫６５万头，产地检疫出证率、

屠宰检疫出证率、上市猪肉检疫率均达１００％。全

市通过如皋市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场验收３４家，建

筑面积１１．２万余平方米。成功申报无公害畜品产

品基地８家，总申报规模为鸡蛋１０５０吨、生猪５．５

万头、肉鸡３０万只、鸽蛋５０万枚。每个生猪定点

屠宰场每次从外省调进生猪均以５％～１０％比例

抽取尿样检查“瘦肉精”，对当地生猪同比规模检

测，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３月，开展“瘦肉精”专

项整治检查活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２０００多人次，

检查规模猪场、生猪定点屠宰场、兽药饲料生产经

营等场所３２０多场次，突击抽检栏存５００头以上规

模生猪养殖场“瘦肉精”情况。５月，首届全国肉鸽

养殖技术培训班暨江苏省肉鸽业协会苏中定点培

训基地揭牌典礼在长江镇举办，金陵科技学院教授

戴鼎震等肉鸽行业知名专家授课，省内外肉鸽企业

近３５０名代表参加培训班。９月，在省政府召开的

全省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上，如皋市作

《发挥优势，聚焦转型，不断提升如皋区域规模畜牧

业综合实力》典型交流发言，并获省农业委员会颁

发的生猪产业大县奖牌。

【全国秋末冬初桑树绿枝扦插技术研讨会在如皋召

开】　４月１１～１２日，全国秋末冬初桑树绿枝扦插

技术现场研讨会在如皋召开，中国蚕学会秘书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长张国政及全国１１

个省的４０多名专家参加会议。与会人员交流和研

讨全国近年在秋末冬初桑树扦插技术领域的新成

果与新技术，结合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要求和任

务，探讨该技术领域的研究方向与任务，现场观摩

石庄镇秋末冬初桑树绿枝扦插现场、高明镇周庄生

态养蚕区、高明镇中心居千亩标准化湖桑园、搬经

镇加马社区桑树木屑食用菌生产基地。

【大气污染、高低温致全市春蚕大面积不结茧】　自

６月６日起，市蚕桑技术指导站技术人员陆续接到

蚕农春蚕上蔟不结茧的报告，涉及到全市所有蚕桑

镇，尤以高明、常青、磨头、搬经、袁桥等镇为重，损

失总量约１．５万张。蚕农一般损失达２０％～

３０％，损失严重的达８０％以上。如皋相邻的海安、

如东、姜堰等县市都有发生。市委、市政府成立相

关工作组，稳定蚕农情绪，减少蚕农损失，将灾害损

失降到最低。据省专家组鉴定，由于区域内大气环

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且由于养蚕期间蚕体曾

受到高低温冲击，在后期和上蔟期间，雨水极少，空

气得不到自然净化，污染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

蚕体生理异常，造成蚕不结茧。

【养蚕业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　７月，市政府办公

室下发《关于开展养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

知》，从２０１１年秋蚕开始，在全市开展养蚕政策性

农业保险工作，将养蚕业作为畜牧规模农业项目的

自选保险品种，选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如皋支

公司作为政策性养蚕保险合作对象。保险金额为

每张４００元，每张蚕种保险费率为５％，即每张保

险费为２０元，其中，养殖户承担８元，省市财政补

助１２元。如皋市将养蚕业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障全市蚕桑产业持续发展。

花花花　　　木木木　　　盆盆盆　　　景景景

【概况】　全市现有三级以上园林施工资质企业４０

家，其中二级资质企业８家、一级资质企业１家。

２０１１年，全市花木盆景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紧抓全国六大林业工程及大中城

市园林绿化、公路绿化工程建设、新农村建设良好

机遇，政策激励，花木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外向

化方向发展，全市花木生产面积１．３３万公顷，栽培

品种１３００多个，形成年产绿化苗木３．５亿株、盆景

３００万盆、盆花４００万盆、草皮２５０万平方米和鲜

切花１５００万支的生产能力，全市花木盆景营销收

入６０多亿元，形成产业特色。

年内，江苏如皋花木大世界、吴窑大树市场、江

苏美树城逐步成为区域性花木、盆景的交易市场和

展示如皋花木产业特色的窗口。全市涌现出花木

·６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经纪人５２００多人，花木产业形成公司加基地加农

户、市场加基地加农户、经纪人加基地加农户的产

业化经营格局。１月１９日，如皋盆景获中央电视

台第七套《每日农经》魅力农产品嘉年华人气奖。３

月，“如皋盆景”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正

式确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１１月，如皋市被中

国花卉协会授予“中国花木之乡”称号。

【“如皋盆景”被确认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３

月，“如皋盆景”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正

式确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是南通市第一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也是全国第一件盆景类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如皋盆景的栽培始于宋代，兴于明清，有着悠

久的历史。数百年技艺传承，形成风格独具的如派

盆景，其“云头雨足美人腰”的别致造型在中国盆景

七大流派中独树一帜，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屡获金

奖，蜚声中外。“如皋盆景”被认定为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后，如皋盆景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

及其特定品质得到国家正式认可，受法律保护，只

有经过法定的管理机构———如皋花木协会认可品

质的盆景才可被称为“如皋盆景”。

２０１１年全市盆景参赛获奖一览
　表２４

送展时间 举办单位 树　种 会展名称 制作者 奖励等次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１０

中国盆景
艺术家协会

雀舌罗汉松

松壑柏韵

黑松

“久发杯”
中国盆景精品展

陈冠军

翟本建

孙月飞

银奖

铜奖

铜奖

２０１１年全市花木销售情况统计
　表２５

　　　　　　　　项　目　
　类　型　　　　　　　

种植面积
（公顷） 生产量 销售量

生产量、
销售量单位

销售额
（万元）

合　计 １５９３３．３４ ／ ／ ／ ２６０５２５．０

一、鲜切花类 ／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万枝 ９２５．０

　其中：鲜切花 ／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万枝 ／　　

　　　 鲜切叶 ／ ／ ／ 万枝 ／　　

　　　 鲜切枝 ／ ／ ／ 万枝 ／　　

二、盆栽植物类 ４６６．６７ １２１０．０ １２１０．０ 万盆 ２９０５０．０

　其中：盆栽植物 ２００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 万盆 １１５００．０

　　　 盆景 ６６．６７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万盆 １５０００．０

　　　 花坛植物 ２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万盆 ２５５０．０

三、观赏苗木 １４５３３．３３ ５４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 万株 ２０００００．０

四、食用与药用花卉 ／ ／ ／ 千克 ／　　

五、工业及其他用途 ／ ／ ／ 吨 ／　　

六、草坪 ４６６．６７ ４６６．９ ４６６．９ 万平方米 １５００．０

七、种子用花卉 ／ ／ ／ 千克 ／　　

八、种苗用花卉 ／ ／ ／ 万株 ／　　

九、种球用花卉 ／ ／ ／ 万粒

农农农业业业技技技术术术推推推广广广应应应用用用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农业外资企业１２家，

农业利用外资３８２１．７８万美元。农产品出口创汇

企业发展到３０家，出口创汇额９７２４万美元。全年

举办专题农业招商活动３次，签约项目９９个，其中

已履约项目４５个，实际投入资金５５１５０万元人民

币。获批省农技推广奖一等奖１个、南通市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１个、南通市农技推广奖二等奖２个、

三等奖３个。

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全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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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场，培训农民１０８６４５人次；举办职业农民培训

班１４期，培训学员２２２７人；致富工程培训４００人；

农民创业培训４１６人；阳光工程培训７００人。农民

培训工作按照“突出重点、创新机制、规范管理、提

升质量”的要求，坚持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目标，

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导向，以为民做实事，提高农

民收入为出发点，不断丰富培训内容和方式，“送知

识、送技术”进村入户，“送指导、送服务”到田间地

头，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科技培训，

提高培训质量和水平。３月，由市委组织部、市农

委、市文广传媒集团联合创办，在全省县级电视台

率先开播党建·新农村频道，其中“三农资讯”、“致

富天地”、“农村新貌”三个栏目全面宣传如皋农业

农村工作开展情况和最新动态，传达党的惠农政

策、农业法律法规，报道农民致富的先进典型和先

进经验，同时根据农时季节，结合现代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新农艺制作培训节目，扩大农民培训的宣

传面和覆盖面。４月，邀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有机

食品认证专家作有机食品生产技规程专题培训

讲座。

沼气工程　年内，全市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

较快发展，申请承担三大类中央及省级农村清洁能

源项目，其中，“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工程项目４０００

处（中央新增预算３０００处、省级１０００处），规模畜

禽场沼气治理工程项目１４处（中央新增预算内大

型规模畜禽场沼气治理工程项目３处、省级规模畜

禽场沼气工程１１处），中央新增预算内乡村沼气服

务网点项目１５处，至年底，建成“一池三改”户用沼

气工程１．５万处，累计争取各级农村清洁能源项目

补助资金１３８０万元。３月，制订下发《如皋市“一

池三改”户用沼气工程质量控制办法》、《如皋市户

用沼气工程施工质量抽查考核办法》等质量控制文

件，全面推行建池质量保证金制度、试压验收交付

使用制度、建池质量保用期回访制度、建池质量信

息反馈制度等。与３７个项目村签订“一池三改”安

全管理责任状，与１６个施工队负责人签订安全责

任保证书，技防结合，加大安全生产资金投入，遏制

各类事故发生。８月１０～１３日，根据财政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中央投资农村沼气项目绩效考评工作

的通知》（财办建〔２０１１〕８７号）要求，河北省财政投

资评审中心组成评审团到如皋，绩效考评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中央投资实施的８４００个农村户用沼气池、

１９处乡村沼气服务网点、５处大型猪场沼气工程等

农村沼气项目，内容包括建成项目使用效果、资金

使用情况以及影响因素分析等，经详细考评后，评

审团对如皋实施的农村沼气项目予以高度评价。

农农农业业业行行行政政政执执执法法法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出动执法

人员９２０多人次，全面拉网式检查全市所有种子、

化肥、农药、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发出各类整

改通知１６９份。查处上级督办案件和领导批示案

件８件；受理执法案件投诉、举报３２件，农作物生

产事故８起；抽样送检种子５９个、农药４３个、肥料

３８个、以及兽药饲料产品等２００余批次；查处案件

３７起，准确率１００％，无复议撤销或诉讼败诉的案

件。没收农药４０８箱、兽药１６箱，罚没款２２．６万

多元。

农药市场治理　年内，检查全市农药经营单位

２８６个（次），在全国农药信息网上核查农药品种

１０１个，比对农药产品“三证”是否齐全真实，标签

是否合法。抽样送检农药市场产品２１个，其中，１８

个合格，３个不合格。立案查处６起，没收农药４０２

箱，未发现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

在南通市率先试点高毒高残留农药定点销售制度，

禁止在蔬菜主产区经销高毒高残留农药，规范高毒

高残留农药经营，高毒农药实现定点经营，统一编

号、标识管理。实现高毒农药销售１００％信息可查

询、１００％流向可跟踪、１００％质量有保证。“高毒农

药定点经营工作”在全国、省、市得到推广，在全国

农药监管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种子市场治理　２０１１年是种子执法年，市政

府公布全市春、秋季主推品种，制订下发种子执法

年行动方案。年内，开展种子市场拉网式检查，查

种子经营场所１２８家，检查各类农作物品种５０多

个，发出整改通知书２７份。开展种子市场调查，年

内在如皋入库的种子中，有水稻品种３０个、玉米品

种１４个、大豆品种９个。水稻供种覆盖率较大的

品种除３个主推品种外，还有武运粳２３、武香粳

１４、南粳５０５５、武运粳２４等。

农资市场治理　年内，抽样送检肥料样品４２

个，经权威部门检验认定，其中１个品种存在质量

·８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问题，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立即立案查处。出动执

法人员２８０多人次，全面拉网式检查全市所有兽

药、饲料经营企业２次，电视报道执法动态２次。

其中，检查兽药生产、经营企业６０多个次，发出各

类整改通知６２份，立案查处案件７起，涉案品种９

个，没收兽药１６箱；抽查饲料样品２７个，化验为不

合格产品１个，立案查处１起；检查不合格蚕药１

起，立案查处。

【全省“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启动仪式在桃园镇

举行】　３月２４日，以“放心农资下乡，保障春耕生

产”为主题，以送放心农资、送政策法规、送农业科

技、送维权知识为重点的全省“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活动”启动仪式在桃园镇举行，省农委主任吴沛良

参加启动仪式并讲话。启动仪式上，展示全省农资

打假成果，２０家农资企业向社会作出“诚实守信做

负责任的农资企业”公开承诺，省农业生产资料推

广应用协会向全省农资行业发出“诚信守法，加强

自律，让农民朋友用上放心农资”倡议，６０家农资

企业现场开展优质放心农资推介和优惠展销活动，

销售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累计９．２吨。

（杨　澄）

生生生猪猪猪定定定点点点屠屠屠宰宰宰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３２

家，其中机械化屠宰厂（场）２７家、半机械化屠宰厂

（场）５家、商务部定报企业２１家。全市生猪定点

屠宰９９．１１万头，超额完成全年５２万头定点屠宰

目标任务。在南通六县（市、区）中，屠宰场机械程

度、定报企业数量、屠宰量均位于第一。生猪定点

屠宰管理工作获南通市二等奖。

技术改造　年内，全市有４家屠宰企业自筹资

金投入８４５万元实施技术改造，改善屠宰环境，进

一步提升屠宰企业硬件设施。

资质管理　５月下旬，协助南通市生猪定点屠

宰证书换发证工作核查验收小组对已发Ａ证的１９

家定点屠宰企业重新审查。对符合商务部新标准

的４家屠宰企业保留原Ａ证，屠宰证书不变；对达

不到商务部新标准的１５家屠宰企业调整为小型屠

宰企业，换发小型屠宰企业屠宰证书、标牌及印章。

屠宰监管　年内，全市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未

发生屠宰病害生猪现象，保障从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出场上市销售肉品安全。全年无害化处理销

毁病害猪１５９头、三腺及不可食用生猪产品折合病

害猪１９６８头，计２１２７头、１９１４３０公斤，均由国家

财政予以补贴。

长效管理　年内，根据国家、省、南通市商务部

门的统一要求，在１１家屠宰场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将此１１家屠宰场纳入全省“放心肉”监管系统，实

施科学长效管理。

行政执法　年内，市商务局、生猪办持续开展

打击私屠滥宰、非法屠宰病死病害猪及注水肉专项

检查、“瘦肉精”专项整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注水猪和整治如城两大猪肉批

发市场等专项整治活动，打击不法行为，维护消费

者利益。全年累计组织执法３１３次，出勤１５６６人

次，查处案件１４起，其中立案４起。关闭屠宰场３

家，取缔私屠滥宰窝点１个，揭毁生猪注水窝点

３个。

（沈　旭）

渔渔渔　　　政政政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全市内陆养殖水面６０８０公顷，江岸线４８

公里，江域水面６６６７余公顷，兼用型渔港２个。有

渔政船２艘，其中钢质船１艘７３．５千瓦、玻璃钢快

艇１艘９３千瓦。有专业渔民１８４户、渔业劳动力

６２７人。有内河捕捞渔船１１０艘，其中，专业捕捞

渔船９４艘１３１３．７千瓦，流动渔船１６艘。专业捕

捞船中，长江专业捕捞渔船３１艘，内河定置捕捞网

具２９１副。

渔政检查　全年出动渔政船、车１２６个航（车）

次，其中长江检查７２航次。发放刀鲚特许生产许

可证３１本，年审内河渔船捕捞许可证６３本、临时

捕捞许可证１０５本。查处渔业违法行为１３起，结

案率１００％。

长江禁渔　４～６月，长江春季禁捕期间，先后

出动６１个航次、３１０多人次，检查渔船５２艘次，查

处各类违法捕捞案件６起，驱除非法捕捞鳗苗船

１５艘次，拆除地龙网、鳗鱼网４２副。悬挂宣传横

幅４条，发布大风、降温信息６条，在网站发表工作

·９２２·农业·水利



信息５篇，配合省总渔政队组织开展“春雷行动”、

“四片检查”等执法行动。长江禁渔各项指标达到

验收标准，通过省和南通市验收。

渔用柴油补贴发放　根据《关于预拨２０１１年

度渔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苏

财建〔２０１１〕９４号）精神，按规定程序开展渔用柴油

补贴审核、公示和一折通发放等工作，补贴合乎补

贴条件的机动渔船９４艘，补贴功率１２５９千瓦，发

放补贴资金１０５．３１万元。

增殖放流　６月，市水产技术指导站在长江如

皋段、如海河、如皋港等江、河段举行人工增殖放流

活动，累计放流“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

鱼）等６个品种的夏花鱼苗１．２万多公斤，价值１５

万多元。

观赏鱼　年内，全市新增观赏鱼养殖５万平方

米，观赏鱼养殖面积达３５万平方米，观赏鱼产量突

破５亿尾，产值突破１亿元。东陈镇双群村借助省

级财政项目实施，新增投入２００多万元，新建连片

观赏鱼养殖池塘１２公顷，该村选送的金鱼在２０１１

年第六届上海国际休闲水族展览上获冠、亚军各１

个，在上海观赏鱼名品展示展销会上再次获得一、

二等奖。双群村被命名为江苏省现代渔业示范村。

（杨　澄）

农农农业业业资资资源源源综综综合合合开开开发发发利利利用用用

【概况】　市农业资源开发局下设办公室、土地治理

项目科、产业化项目科３个科室，核定编制９人。

现有工作人员１３人，其中合同制工人１人、挂职１

人。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

目“先建后补”经验在全省农业资源开发局长会议

上作典型交流，市农发局被评为南通市农业综合开

发先进集体、南通市农业资源开发系统年度职能工

作综合考核一等奖、南通市第２３届科普宣传周先

进集体。

项目立项　年内，组织编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１个，计划治理面积

８６７公顷，项目所在地为常青镇，总投资１７１６万

元。编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项

目计划６６７公顷（其中白蒲镇３３３公顷、林梓镇

３３３公顷），总投资９２４万元。编报省级高沙土项

目２个，计划治理土地１６６６．７公顷（其中九华镇、

下原镇、吴窑镇、高明镇、如城镇各３３３．３３公顷），

总投资２２５０万元。申请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

２个，财政补助１８０万元，其中，如皋太阳肠衣食品

有限公司１万桶保鲜精品肠衣加工扩建项目财政

补助１２０万元，如皋市齐富畜禽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３０００头瘦肉猪养殖基地扩建项目财政补助６０万

元。申报产业化贴息项目４个，财政贴息１８２万

元，扶持南通光远速冻制品有限公司４０００吨果蔬

加工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南通天龙畜

产品有限公司１．５万桶肠衣加工原料收购流动资

金贷款贴息项目、江苏梅源建设有限公司１０万株

绿化苗木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南通永兴太

阳肠衣食品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０桶肠衣原肠加工原料

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

项目实施　年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

土地治理项目当年项目、当年完成，改建泵１座，开

挖疏浚沟渠１２公里，建造防渗渠３７．８１公里、暗渠

５．５８公里、渠系建筑物９座，修筑机耕路９．２２公

里，植树１３．３公顷，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１６７０

人次，示范推广新技术６６６．７公顷。高标准农田建

设示范工程项目完成工程计划的６０％，项目计划

修、改建泵１０座，开挖疏浚沟渠３０．２２公里，建造

防渗渠２３．２７公里、暗渠１９．１６公里、渠系建筑物

２６座，修筑机耕路２８．７３公里，植树１３．３公顷，开

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２８５０人次，示范推广新技术

６６６．７公顷。省级高沙土治理项目完成工程计划

的３０％，项目计划修建改建泵１１座，开挖疏浚沟

渠３０公里，建造防渗渠５９．３３公里、暗渠６．０５公

里、渠系建筑物３３座，修筑机耕路３７．２１公里，植

树２０公顷，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４０５０人次，示

范推广新技术９１３．３公顷，计划总投资５７０．６３万

元，其中，财政补助１２０万元，企业自筹４５０．６３万

元。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全部实现当年

立项、当年竣工、当年验收、当年结报。如皋太阳肠

衣食品有限公司组织实施的１万桶保鲜精品肠衣

加工扩建项目扩建保鲜冷库５７６平方米，建设道路

１０８９平方米，购置制冷设备４台（套），开展对农户

技术培训３批次９００人次，建成后，年产达２００万

公斤。如皋市齐富畜禽专业合作社年出栏３０００头

瘦肉猪养殖基地扩建项目扩建生猪屠宰加工车间

１幢，建筑面积１４４０平方米，建设日处理３００立方

·０３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米污水处理设施１座，购置生猪屠宰加工生产线１

台（套），项目总投资３８０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

６０万元，合作社自筹资金１４０万元，合作社龙头企

业如皋市赛天蓬牧业有限公司借拨资金１８０万元。

１０月，四个产业化贴息项目采取先验收后审核再

报账办法，全部通过验收审核报账，获中央财政贴

息资金为１８２万元。其中，南通光远速冻制品有限

公司４０００吨果蔬加工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项目，财政贴息５３万元；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１．５万桶肠衣加工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

目，财政贴息５３万元；江苏梅源建设有限公司１０

万株绿化苗木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财政贴

息３６万元；南通永兴太阳肠衣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桶肠衣原肠加工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

息项目，财政贴息４０万元。

（侯求学）

农农农 业业业 机机机 械械械 化化化

【概况】　市农机局下辖事业单位３个，现有干部职

工３６人，其中国家公务员１７人。２０１１年，市农机

局被表彰为全省农机化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先进

单位、全省推进农机合作社发展先进单位、全省农

机行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培训考核先进单位，南通

市农机化工作综合考核特等奖、农机专业化服务组

织建设先进单位；承担的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综

合利用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获得省政府农业技术推

广三等奖。

农机装备　年内，全市新增水稻插秧机４５５

台、大中型拖拉机３００台、大中型秸秆还田机械

２０１台套、高效植保机械８５５台套、高效设施农业

装备３０６１台套。全市农机总动力达６７万千瓦，农

机装备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由低档向高性

能、由单项作业向多功能复式作业的转变。

农机作业　年内，全市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 ７９．８％，其中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达

８６．０７％，水稻收获机械化水平达９６．６％，三麦机

播和机收水平分别达７８．２％、９９．５％。全年实现

跨区作业收入１．２１亿元。全市新增海兴、老张、若

江、尔祥、浩民、苏昌６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神牛、江

恒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被评为江苏省首批“五好”

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建成南通市级农业机械化

示范基地２家（高明蚕桑生产机械化、九华水产养

殖机械化示范基地）。

购机补贴　年内，实施中央及省级财政补贴资

金１６８３．５９万元，推广各类机具４７１３台套，受益农

户２６２０户。

机电排灌　年内，全市改造泵站１３９座，其中

综合改造４２座。投入泵改资金４１３万元，其中市

级泵改工程以奖代补资金１１０万。

安全生产　年内，检验上道路拖拉机４８５０台、

联合收割机６６５台，开通“平安农机通”４３３６人，办

理农机双优卡９２６张。拖拉机上道路交通事故保

持逐年下降态势，道路外农机事故死亡人数保持零

发生率。市农机安全监理所被表彰为全省第一批

农机安全监理规范化示范所。

【全省农机质量“３·１５”活动在如皋市举行】　３月

１５日，全省农机质量“３·１５”活动在如皋市举行。

活动以“放心消费，兴机富民”为主题，通过农机知

识咨询、发放《农机用户维权手册》、现场受理农机

消费者质量投诉、指导农户正确选购农机等方式，

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现代化农业又好又快

发展。

３月１５日，全省农机质量“３·１５”活动在如皋举行

【如皋市被列为南通市唯一省级农机深松耕地作业

示范市】　３月，如皋市被列为南通市唯一省级农

机深松整地作业示范市。

针对东西部土质差异，市农机局选择林梓、袁

桥、搬经、雪岸、高明、吴窑６个镇农机专业合作社

为省级农机深松整地作业项目实施单位。年内，新

增深松整地机械３５台套，完成深松整地面积

·１３２·农业·水利



１３３３．３公顷，做法和技术在全省土壤深松耕会议

上作交流。１１月８日，南通市农机深松整地技术

座谈会在如皋召开，现场观摩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现

场演示。

（薛永红）

水水水　　　　　　　　　利利利

【概况】　市水务局有在编人员２０人，下辖事业单

位（含水利站）２８个，在职干部职工２６９人。２０１１

年，龙游水利风景区被打造为南通唯一的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如皋市顺利通过全省水资源管理示范市

考核验收，市水务局被评为全省水利科技先进单

位、南通市综合考评先进单位、如皋市新农村建设

红旗单位。

防汛防旱　年内，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在沿江储

备编织袋７．９３万只、土工布１．１６８万平方米、树棍

１０５根、铁丝７３公斤、木材４．４立方米、柴油２吨，

块石５０００吨，并配备防汛抢险器械。沿江中型涵

闸全年引水６２６５９．２万立方米、排水５４７３０万立方

米。３月，市水务局下发《关于开展水利工程汛前

检查的通知》至各防汛责任单位，确保安度汛期。

指挥部办公室结合如皋实际情况，修改、补充、完善

各类防汛防旱预案和应急抢险措施。３月、６月，市

水务局组织沿江有关镇、单位和闸堤负责人及工程

技术人员汛前、汛中重点检查，发现问题按分级负

责原则实施处理，沿江各闸堤管理单位根据岁修工

程计划和汛前检查情况，组织实施维修保养工程，

完成长青沙西南侧抛石应急工程，护岸长度１３６７

米，其中，加固护岸长度８９９米，新建护岸长度４６８

米，抛石总量１４６９２１立方米（折合２４９７６６吨），块

石整坡３２５８３立方米，铲坡土方２９７６．１立方米，长

青沙西南侧堤防护坡延长１５０米。５月２６日，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防汛防旱工作会议，明确防汛

防旱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并与有关镇、部门签订

防汛防旱工作责任状。５～１０月，市防指办公室组

织人员２４小时值班，收集分析资料，分析汛情，为

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信息。６月，沿江各镇、市农场

圃及相关单位迅速建立以民兵为主体的防汛抢团

部，建立由１６７７人组成的防汛抢险队伍２０支，形

成市防指、各地防汛团部及领导组、抢险班组和抢

险人组成防汛网络。７月６日，市河道堤防管理所

会同长江镇（如皋港区）举办防汛防台业务知识培

训班，长江镇（如皋港区）１９个村（居）、３０家企业、

各相关部门代表２５０人参加业务培训。１１月，市

水务局组织汛后检查，制订岁修工程计划。

农田水利建设　年内，全市疏浚二级河１条段

长４．３６公里、三级河１６条段总长４３．１６公里、四

级河（含家沟家塘）３６１条段总长３３２．３２公里。１

月，牵头开展农村环境长效管护工作，实行“四位一

体”长效管护机制。７月，总投资２９９８万元的如皋

市２０１１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开工

建设。８月，总投资２３５６万元，解决东陈、九华、江

安、长江等１０个镇２６所中小学校７８１３５名师生饮

水安全问题的农村学校饮水安全工程开工实施。

１０月，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如海灌区第十期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开工实施。总投资６９２万元，解

决下原、郭园、长江、江安四镇１．４万人饮水安全问

题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开工建设。１１月，中央电

视台第七套《聚焦三农》栏目组到如皋专题采访水

利建设情况。

水资源管理　年内，市水务局审核发放取水许

可证２份，征收各类水规费８９０．４万元。全市新凿

深井２口，回填水井１５口。组织实施节水示范项

目，开展水平衡测试，推动节水型企业、节水型社

区、节水型灌区创建工作。每季度取样监测全市骨

干河道内的４１个功能区的断面４６个，加强水源保

护。在全市用水大户中推行智能表远程管理系统，

并与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联网。１月，通过南通

市组织开展的水资源管理综合检查。继续组织开

展地下水整治工作、全省水资源信息系统建设工

作、如皋市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地下水井专项普查

工作，举办全市水资源管理培训班。２月，巡查维

护全市所有远程智能水表。３月，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试点中期评估现场会在如皋召开。３月２２日

在大润发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咨

询活动。４月，下达全市用水计划指标６７５７．６４万

吨，其中地表水５２０１．１１万吨、地下水１５５６．５３万

吨。４月、１０月，监测全市Ⅲ、Ⅳ承压井的静态水

位。７月，组织开展全市取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工

作。８月，组织开展全市水资源专项检查工作。１１

月，南通市节水载体建设观摩会在如皋召开。１２

月，如皋顺利通过省水利厅组织的水资源管理示范

·２３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市建设的验收工作，成功创建全省水资源管理示

范市。

水政执法　年内，组织水政执法巡查５８９人

次，收集巡查报表２００余份。查处各类水事案件

４６起，其中立案查处１３起，结案率达１００％。全年

累计发出处罚决定１３份，罚没２７．８万元。１～２

月，开展长江河道采砂专题检查活动。４月，对境

内一、二级河道开展执法大检查。６月，开展长江

采砂管理 “久安”行动，驱逐非法停靠采砂船４

艘。７～１１月，开展水资源专项执法检查活动。９

月，会同如皋海事处、长航公安开展打击长江非

法采砂专项行动。９～１０月，开展河湖管理执法

检查。

【龙游水利风景区在南通首家被命名为国家水利风

景区】　１２月，水利部正式授予如皋龙游水利风景

区“国家水利风景区”牌匾，实现南通水利史上国家

水利风景区零的突破，如皋市委、市政府实施内外

城河整治重大举措得到一个圆满收官。

龙游水利风景区属城市河湖型景区，总面积

２３．８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１２．２平方公里。景

区以内外两条城河以及改善城河水质的龙游河段、

如泰运河段和内外两条环城河为依托，以沿河４０

多处文化景观、人文景观为点缀，以滨河绿化带为

机体，相映成趣，形成“二环映古今，一脉水灵秀”的

水景观文化。市水务局着力构建集防洪、休闲、观

光等功能于一体的水利风景区运行体系，把龙游水

利风景区打造成市民和游客休闲度假的独特线路，

拓宽水利功能，拓展水利特色。龙游水利风景区以

明显特色优势作为全省唯一跨级申报的景区先后

顺利通过省水利厅专家组和水利部专家组的考察

评价。

龙游水利风景区外城河滚水坝

【如皋市建成省水资源管理示范县（市）】　１２月，

如皋市创建江苏省水资源管理示范县（市）工作顺

利通过省水利厅、财政厅组织的专家组的考核

验收。

２０１０年７月，如皋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水资

源管理示范县建设试点市。试点建设期间，如皋按

照《江苏省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及考

核标准、《如皋市水资源管理示范县建设实施方

案》，重点围绕取水许可监督管理、节水型社会建

设、水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能力建设等内容，着力强

化队伍建设、完善管理制度、提升业务水平、加强基

础研究、推广示范工程，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

全面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有效实现水资源从单一

水量管理到水量、水质、水生态环境综合管理的全

方位转变。

（殷亚平）

·３３２·农业·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