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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１８４．８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４．１％，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３５．５％。完

成规模以上服务业投入７５．５９亿元，同比增长

４８．０％。完成服务业税收２２．９２亿元，同比增长

５６．４３％，其中地税收入１５．９９亿元，同比增长

７７．２２％。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９６．８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６．１％。完成市场成交额２３１．１４亿元，同比增

长２４．９％。全市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１１０家，

地方财税贡献份额、现代服务业占比、服务业吸纳

就业人数同比均有显著增长。

项目投入　年内，全市实施服务业规模项目

２０９个，其中，经营性项目１３８个，亿元以上项目５５

个。全市有南通市级重点项目１０个，计划总投资

１７．５亿元，实际完成投资１７．６亿元。完成服务业

规模投入７５．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０％，在建项

目、亿元项目数量均创历年新高。全年在手、在谈

服务业项目２１０个，至年底，一半以上项目完成注

册。如城镇、长江镇（如皋港区）、开发区（柴湾镇）、

软件园（桃园镇）服务业投入总量分别达３３．２亿

元、２９．９亿元、８．７亿元、８．１亿元，各功能区主体

支撑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吴窑、九华、高明、东陈、

白蒲等镇服务业税收增长一倍以上。１０月，在第

九届沿江经济洽谈会上，全市签约服务业项目６４

个，计划总投资１４４．２亿元。在现代港口物流招商

会上，成功签约项目２０个。

软件信息服务外包　年内，全市新引进软件信

息服务外包企业１０１家，累计达１４９家。实现业务

收入３．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７８％。软件园注册企

业达１７６家，形成以厦门巨龙、上海晟峰、南京保旺

达等为代表的软件研发产业板块和以加速先锋、北

京讯鸟、北京锐道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产业板块，被

命名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软件及信息

服务人才实训基地、国家级基础软件应用示范基

地、江苏省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８月，全面启动

加速虚拟软件园如皋分中心的建设，成功举办中国

重点软件企业高层圆桌座谈会和数字城市如皋高

层研讨会。

现代商贸　年内，随着乐天玛特落户和世界零

售业巨头沃尔玛进入装修阶段，文峰大世界、苏宁

电器、五星电器、大润发大型超市、肯德基等１０多

家知名商贸企业共同支撑起如皋城市现代商贸圈。

金陵金鼎、永林国际等一批星级酒店先后建成投

运，提升如皋城市品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超

市、为农服务店、社区购物中心，遍布全市城乡的

１００多家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和经过改造提升后农

贸市场，不仅满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同时辐射邻近地区。江苏银

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无锡农商行、包头村镇银

行、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落户如皋，进一步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各类现代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创新，金

融市场兴旺繁荣，形成银行和企业互利赢的良好格

·８４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局。邮政经济总量位列全省第四，移动业务收入列

全省第八，联通业务收入位列苏中苏北第一、全省

第八，电信业务收入位列全省第九。

集聚区建设　年内，南通市政府命名如皋软件

外包产业园、如皋港现代物流园为南通市示范引导

型服务业集聚区，如皋花木大世界、科技创业园为

南通市优化提升型服务业集聚区。长寿文化产业

集聚区为南通市重点培育型服务业集聚区，集聚区

发展极大地增强全市服务业经济跨越发展的要素

吸附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全市５

个服务业集聚区，全年新增入驻企业２３４家，累计

达４４６家；新增个体经营户４８９个，累计达１３１７

个；新增就业人数５０６５人，累计达１１２９１人；实现

营业收入９８．０３亿元，实现税收２．８９８亿元。

市场建设　年内，全市市场建设质态不断提

升，集聚效应、扩张效应及特色效应显著增强。亿

元市场由２００９年的１２家增加到２０家。如皋花木

大世界全年交易额突破５５亿元。

城市服务功能建设　年内，全市累计完成城市

建设投入９３亿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投入１５亿

元。一批社会事业工程建设和新兴市场、商贸中

心、星级宾馆建设及基础工程建设，使城市配套功

能不断完善。

（曹　霞　闾传文　黄　璜）

商商商　　　品品品　　　零零零　　　售售售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９６．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其中，批发零售业

营业收入１８２．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９％；住宿餐

饮业营业收入１４．７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

年内，全市建成“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

２２家，并通过验收，镇覆盖率达１００％，村覆盖率达

９５％。城区逐步形成北文峰大世界、南大润发超市

两个商业中心。江苏益昌集团在巩固原摩托车、农

机销售业务基础上，加大对汽车销售服务的投入，

集团公司控股的６家４Ｓ店年营业收入７．９７亿元，

上缴税金８１５．６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７５％和１８％。

如皋文峰大世界实现销售收入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５５％，创历史之最。

（毛海霞）

现现现 代代代 物物物 流流流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物流企业超１００家，其中主

营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达１５家。

年内，如皋港编制的《现代综合物流园控制性

详细规划》得到实施，港口物流园区项目建设不断

加快，配套功能不断提升。“一关三检”口岸单位全

面进驻，保税仓库、监管仓库建成并通过海关初验，

实现封关运营。集装箱定期航班正式开通，“数字

如皋港”正式启动。集装箱港口作业区、散货港口

作业区、保税物流中心、仓储加工中心、循环经济物

流加工中心、货运物流中心、港口物流中心、园区服

务便利中心和物流总部基地“二区、六中心、一基

地”先后上马建设，港口物流基地初具规模。如皋

港全年营业收入突破１２亿元，港口吞吐量达３０１４

万吨，实现海关关税２７．５亿元。南通九洲大件全

年主营收入达９０００万元，成功申报江苏省重点物

流企业。如动快运不断加大投入，成为南通市为数

不多的甩挂物流企业。９月，市政府出台《关于促

进涉港物流仓储加工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皋政

办发〔２０１１〕２００号），促进物流企业由接卸型向贸

易型、仓储型向港工贸一体化转变。

（曹　霞　闾传文　黄　璜）

农农农　　　资资资　　　供供供　　　销销销

【概况】　市供销总社现有机关工作人员２３人。

２０１１年，获南通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业绩考评

特等奖、“新网工程”建设优胜单位、项目建设优胜

单位、基层社“三位一体”建设优胜单位、品牌建设

优胜单位、标识推广使用工作优胜单位、创新创优

优胜单位称号，被表彰为江苏省品牌建设优胜单

位、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

“新网工程”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加大项目

建设力度，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提升发展层次，转变

发展方式，增强供销社服务“三农”能力。全年新建

项目４个，占全年目标的２００％。申报国家和省级

“新网工程”专项资金扶持项目３个，申报项目数、

成功率、补助额居南通第一。投资新建８０００平方

米品德连锁超市日用品配送中心，为农服务社连锁

·９４２·服务业



配送比例提高５％。在全省首创投资新建如皋市

高效规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全市高效农业、设

施农业提供防虫网、遮阳网、钢架大棚和农药、化

肥、种子等系列服务。实施仁宗食品有限公司搬迁

扩建工程，巩固发展传统产业，新建萝卜基地２０公

顷。１０月，投资新建的苏中苏北冷藏保鲜能力最

大的农产品物流中心投入运营。

专业合作社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先后与镇

村联办如皋市沙玉红生态果蔬、金冠生猪养殖、富

民中药材和金诚肉鸽４家专业合作社，占全年目标

的１３３％。其中金诚肉鸽专业合作社获南通农民

专业合作社“十佳”营销示范社评比提名奖。

农副产品购销　年内，市供销总社发挥供销系

统合作优势，举办农副产品推介展销活动。组织苏

皋长寿集团、仁宗食品、丁香葡萄专业合作社等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上海参加南通农副产品进上

海推介洽谈会，签订购销合同６３００多万元。组织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南京参加全国供销总社和

省政府组织的海峡两岸农产品展示展销会，推介如

皋长寿食品和特色农副产品，签约８１００多万元。

充分发挥供销系统的销售网络优势，在集镇和为农

服务社连锁超市增加农副产品销售业务，品德超市

在市区开设平价超市蔬菜店９家。

【为农服务社建设管理保持全省领先】　年内，市供

销总社围绕拓展为农服务社服务功能、增创服务特

色、提升服务质量，注重加强为农服务社的长效管

理。全市二星级为农服务社升格为三星级１６家，通

过三星级复审５１家。２２家优秀为农服务社的农资超

市被评为南通市级农资经营示范店，３家被评为省

级农资经营示范店。市东陈镇北庄为农服务社被省

供销合作总社评为全省“百佳”为农服务社之一，被

南通市供销合作总社评为“十佳”为农服务社之一。

为农服务社建设管理工作保持全省领先。

（孙剑锋）

粮粮粮　　　食食食　　　流流流　　　通通通

【概况】　市粮食局现有公务员１８人，下辖事业单

位１个、工作人员１２人。２０１１年，被南通市粮食

局表彰为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粮食流通监督

检查先进单位。

粮食购销经营　年内，市粮食局组织落实国家

小麦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粮食收购均价明显高于

上年，粮农收入得到增加。完成南通市粮食局全年

购销任务的２６０％。

粮食市场监管　年内，市粮食局严把粮食收购

资格准入关，核发粮食经营许可证１１３本，核准３

户，注销３户，办结率达１００％。组织粮食收购经

营者业务培训，参培人员１４０人，均获结业证书和

执业资格证书。

储备粮管理　年内，全市地方储备粮实储到

位，完成南通市政府下达实储成品粮任务。

粮食系统改革　年内，市粮食局继续加大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力度，推进工作体制和经营机制

改革，实现绩效双赢。适应形势与市场，调整企业

布局，由港区、通扬、城南、城北４家“国有改民营”

粮食管理所及购销公司、储备库、物流中心３家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组成。

粮库项目工程建设　年内，市粮食局党组制订

全市“一个中心库、四个骨干库、八个收纳库”粮食

仓储体系，经过招投标程序，先后开工建设九华粮

库、丁堰粮库。

【粮食储备库被评定为省级示范粮库】　１２月，经

省粮食局组织专家评审，如皋粮食储备库被评定为

江苏省示范粮库。

年内，如皋粮食储备库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机

制，开拓省内外粮食购销市场，粮食储备、粮食物

流、粮食购销多条腿走路，不断扩张经营总量，增加

经济效益，全年实现粮食购销３５．４９万吨，实现利

税３３７．２３万元。

【粮油检测中心通过国家认可委国家实验室资质认

证】　１２月，市粮油检测中心通过国家认可委专家

评审组的考核和现场评审，取得国家认可委颁发的

国家实验室认可证书，获ＣＮＡＳ标识使用权。

（夏志安）

烟烟烟　　　　　　草草草　　　　　　业业业

【概况】　市烟草专卖局 （南通市烟草公司如皋分

·０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公司）现有员工１２２人，设有稽查中队３支，配

备稽查车辆７辆和摄像机以及先进通信设备。下

设如城、下原、石庄客户服务部３个、卷烟配送

中转站１个，配备卷烟送货车１７辆。全市有卷烟

零售客户５９８４户。２０１１年，完成卷烟销售４０９６４

箱，实现销售额７７２７９万元，实现税利２２１９４万

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南通市烟草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暨践行 “两个至上”长效机制综合考评中获

县 （市）局 （分公司）第一，获南通市烟草专卖

局系统依法行政标杆单位称号。

营销管理　５月，市烟草专卖局对所有卷烟零

售客户全面推行“八讲、八不”（供货服务讲公平，货

源供应不偏袒；订货服务讲准确，客户订单不错漏；

送货服务讲效率，卷烟送达不延误；售后服务讲信

誉，流程规范不拖沓；拜访服务讲实效，经营指导不

浮躁；投诉服务讲真诚，处理改进不推诿；客户服务

讲廉洁，行为自律不违纪）服务承诺，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卷烟零售客户分类服务标准，将卷烟零售

客户分成核心客户、普通客户、小型客户三种类型，

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实施不同标准的服务，其中，核

心客户占客户总数的４％左右，普通客户占客户总

数的８０％左右，小型客户占客户总数的１６％左右。

６月，对所有标准店的店面及货柜逐户拍照取样，

进一步完善标准店基础资料，强化标准店的数据管

理。９月，正式启用由江苏烟草统一开发的客户经

理“卷烟营销工作平台”，客户经理工作软件进一步

升级。１０月，正式推行电话订货、手机上网订货和

计算机上网订货“三选一”卷烟订货模式，电子商务

订货率达９４．１８％。

专卖管理　年内，累计查获各类违法案件２４５

起，查获各类违法卷烟１３０６７．７条，涉案总值

１２７．２５万元。其中，万元以上大案３０起，移交公

安机关专案查处案件２起，拘留１１人，逮捕４人，

判刑４人，取保候审５人；移交工商部门３５起；破

获网络案件１起。被南通市烟草烟草专卖局授予

２０１１年度打假破网工作突出贡献奖。

【“规范管理提升年”获佳绩】　年内，市烟草专卖局

着力强化企业规范管理，在南通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规范管理提升年”四项考核中，获三项第一名、

一项第二名。

【企业文化活动室获南通烟草系统最佳风貌奖】　

年内，市烟草专卖局突出如皋历史人文特点，挖掘

传统文化精神和现有文化特色，建成集陈列室、读

书吧、棋牌室、健身房于一体的典雅优美、现代时尚

的企业文化活动室，并在文化室内添置多点触控系

统，制作播放如皋烟草发展史宣传片，获南通烟草

系统企业文化室最佳风貌奖。

【“雉水金叶”———办事公开、民主管理信息化平台】

　年内，市烟草专卖局创新开发“雉水金叶”———办

事公开、民主管理信息化平台，通过卷烟经营作业

指南、经营信息查询、在线服务评价、新品上市介

绍、促销信息发布等功能，公开零售客户关心的业

态变化、货源信息、订货明细、证件办理以及违规经

营等信息，不仅使得业态评定、货源分配、宣传促销

等零售客户关心的热点问题公开化、透明化，主动

接受零售客户的监督，而且能随时了解零售客户建

议、意见和心声，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市

场营销水平。

（李　慧）

盐盐盐　　　　　　　　　业业业

【概况】　江苏省盐业公司如皋支公司现有干部职

工２３人，市盐务局现有专兼职盐业行政执法人员

１７名。全市现有生产加工及食品加工用盐企业

８９０家。２０１１年，市盐务管理局（公司）销售各类盐

品４０６１６吨，实现销售收入４５０５万元。获南通市

文明单位和如皋市文明单位、行政执法先进集体、

安全保卫先进集体称号。

依法行政　年内，市盐务管理局累计出动执法

人员１０８０人次，检查各类用盐户、零售户２５１２户，

查获各类盐业违法案件３６件，查获各类违法盐产

品１５９．６吨，罚没款３０４０余元。１～２月，组织“两

节”（元旦、春节）食盐市场专项检查行动，开展加工

灌制香肠用盐安全专项检查，春节前突击检查城乡

大型农贸市场６个，检查灌制香肠摊点４８家，确保

节日期间食盐安全。５月，组织开展饮食摊点、卤

菜加工用盐生产专项检查，对因城乡建设需要而搬

迁的卤菜加工户重新查找、登记、检查，纳入监管范

围。６月，组织开展高考、中考期间食盐净化专项

·１５２·服务业



行动，结合全市食盐市场实际情况，制订食盐保安

专项行动实施计划，对高考、中考考点学校食堂和

周边饭店、饮食摊点进行拉网式检查。８月，组织

开展工厂企业食堂用盐情况大检查，检查全市城乡

新增大中小型企业食堂，减少食盐安全事故发生。

１０月，开展与邻近县（市）盐务局对边界联合检查

执法行动。

盐法宣传　年内，市盐务管理局组织、参加各

类宣传咨询活动５场次，收集、整理、制作各类台账

资料接受考核６套次，撰写各类信息稿件２６篇，制

作播出电视专题片３套、新闻节目２０多台次。与

市电视台、电台策划制作播出以宣传碘盐知识、推

广多品种营养盐为内容的节目近百次。走访调查

居民灶台２．１６万户，发放宣传资料５．６万余份，印

发“５·１５”全国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如皋动态》专

版３．２万份。

营销工作　年内，市盐业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各

项食盐专营政策和盐产品质量标准，根据南通市公

司全面掌控终端网络工作要求，积极推进客户经理

到岗履职工作，完善公司商品管理制度，组织调进

各类盐品，保证全市各类盐品市场正常供应不脱

销。通过市场走访、信息收集，改善营销服务质量，

用户满意度达９５％以上。

【应对市民抢购食盐风潮】　３月１７日，因日本

“３·１１”强烈地震引发海啸造成核电站泄漏，市民

担心核辐射而形成抢购食盐风潮。市盐业公司根

据省、南通市盐业公司通知要求，在第一时间向市

政府和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报告情况。市长公

开电话受理中心立即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

《关于食盐发生抢购应急预案的专题报告》。同时，

市盐业公司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进行全方

位、立体式宣传，呼吁市民不要听信谣言跟风抢购，

并动用食盐配送车辆２０多辆，向全市城镇人流量

比较集中的大超市配送食盐，累计向全市市场投放

食盐３００多吨。至傍晚，全市市民抢购食盐风潮基

本平息。

【查获两起非法经营盐品大案】　年内，市盐务管理

局先后查获两起非法经营盐品大案。

４月１２日，市盐务管理局突击检查如城食盐

经销商仓库，在其私盐仓库中查获８５４箱、规格

３２０克的外县（市）碘盐１９．１２吨，并将查获盐品登

记保存到市盐业公司仓库。

１０月２８日，市盐务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

在吴窑镇山羊市场查获一起使用工业盐进行食品

加工案件，登记保存工业盐１３．８５吨，涉及用盐户

４家。

（马　茹）

旅旅旅　　　　　　游游游　　　　　　业业业

【概况】　全市现有国家ＡＡＡＡ级景区１处、ＡＡＡ

级景区４处、ＡＡ级景区１处，三星级乡村旅游点２

家；旅行社１４家，营业部１３家；三星级旅游饭店７

家，二星级旅游饭店１家，规模饭店１０家，连锁快

捷型酒店４家，商务型酒店４家。２０１１年，累计接

待市内外游客４００万人次，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

４８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４０．３％、５０．１％。

组织引导　年初，成立市旅游工作领导组和市

旅游协会。市旅游局制订《如皋市旅游业发展引导

奖励办法》、《旅游项目大投入，建设美好新如皋竞

赛活动细则》、《２０１１年五大景区公司目标责任制

考核办法》等文件，组织开展“旅游项目大投入，建

设美好新如皋”竞赛活动。对照省、南通市引导政

策，组织旅游企业创先争优，累计获省、南通市旅游

发展专项扶持资金１３０万元。

项目建设　年内，全市在手、在谈涉旅项目８６

个，其中，中国长寿城、台商服务中心、青少年素质

教育基地、桃园美树城、磨头南海生态园、林梓康盛

生等新项目落户并开工，宝来易老年度假项目、上

海拉风影视基地、万花园、钱王园等项目签订框架

合作协议，红十四军纪念公园、文化广场、利园山

庄、桃园美树城一期、衡山金盛与金陵金鼎大酒店

等项目先后建成开放，长江药用植物园、长青沙青

少年素质教育基地、中国长寿城、龙游湖风景区、定

慧寺西扩工程以及君临大酒店等２０多个在建项目

加紧推进。全年累计完成旅游项目投入２９．５

亿元。

宣传促销　年内，“世界长寿乡、水绘金如皋”

城市形象宣传专题片连续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和

第四套节目播出。《中国旅游报》、《华东旅游报》及

南京电视台等媒体先后开辟如皋特色旅游宣传专

·２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栏。新建的如皋旅游门户网络系统点击率和浏览人

数双双打破设计预期。腾讯网、新华网、新浪网及相

关名博不断发布如皋旅游信息，获网友广泛关注。６

～９月，组织景区参与文化公路建设，在各高速公路

进出口、主要交通节点设置景区指示牌。策划发行

水绘园主题邮票和明信片。先后组织参加国内外旅

游交易会１０多场，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周边

城市旅游主管部门签订书面协议，邀请上海旅游业

企事业单位参加“体验如皋旅游”主题推介会。８月，

参加第七届国际养生美食大赛，市烹饪协会和江陵

大酒店分别获团体和个人金奖，如皋争取到２０１２年

（长寿杯）第八届国际养生美食大赛举办权。９～１１

月，结合冒辟疆和李渔诞辰４００周年纪念活动、第九

届如皋沿江经济洽谈会以及“世界长寿之乡”认证

等进行宣传造势，举办征文摄影大赛、红色旅游宣

传专场文艺晚会、旅游文化进社区等主题活动。在

水绘园景区组织第二届相亲文化节。

行业管理　年内，市旅游局在全省率先推行旅

游用车事前备案制度和“旅游服务投诉市民卡”制

度。全年累计组织执法检查１２０人次，受理旅游投

诉１１起，立案查处３起，投诉处理满意率１００％。

全年组织系列技能培训、安全培训１１批次，组织考

察乡村旅游示范区，举办旅游服务技能和各类从业

人员技能大赛。制订最佳绿色旅游城市创建规划

和目标责任书，苏通生态园建成省三星级乡村旅游

点，佩尔斯大酒店同时建成三星级饭店与绿色饭

店，东森国际酒店建成三星级酒店，江中集团宾馆

建成银叶级绿色饭店，新天地餐饮、顶新食府、九子

玲餐饮建成南通四星级旅游星级餐馆，江南大院和

１９１６大酒店建成南通三星级旅游星级餐馆。

【佩尔斯大酒店成为主城区首家绿色饭店】　７月

１５日，由南通市旅游局、环保局、节能办组成的验

收小组，对如皋佩尔斯大酒店新能源利用、节电节

水措施、绿色食品提供、员工食堂、氛围营造等方面

进行现场检查验收。验收小组一致认为，如皋市佩

尔斯大酒店已达到国家银叶级绿色饭店评定标准。

佩尔斯大酒店成为如皋主城区首家绿色饭店。

【陈鹏获南通旅游形象大使“十佳”选手称号】　１０月

４日，“文明南通魅力之旅”———南通首届旅游形象

大使总决赛落幕，如皋选手陈鹏获“十佳”选手

称号。

【旅游系统连续五年被评为市文明行业】　１２月，

市旅游系统被评为市文明行业，连续五年获此殊

荣。在文明行业获奖名单上，如皋市旅游质量监督

所、旅游执法监察大队，江苏江中集团宾馆、佩尔斯

大酒店、南通泛亚大酒店、南通泰华大酒店，南通大

众、快乐之旅、东方国际、星际国际、南国国际、光辉

国际、假日国际、扬子国际旅行社等企事业单位榜

上有名。

【东森国际酒店获国家三星级旅游饭店称号】　

１２月，南通东森国际酒店通过验收，正式获批国家

三星级旅游饭店。

东森国际大酒店始终把评星创绿作为提升酒

店整体形象的重要工作，上下齐心协力，对照创建

标准查漏补缺，整改完善。

（陈小建）

２０１１年全市部分旅游业规模企业业绩情况一览

　表３１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组团外
出旅游
人次

接待市
外旅游
人次

合计 ５８３０．４２ ２６５５９ １９３７９９９

如皋市东方旅行社 ３０８．５０ ３３８９ １０３１

如皋市假日旅行社 １８０．３９ １０００ ／

南通天天假期旅行社 １１２．９３ １１５４ ／

如皋市扬子旅行社 ６９０．２７ １７７５ ３６７

如皋市星际旅行社 ５９５．４０ ２５１４ ／

如皋市快乐之旅旅行社 ７８０．００ ３９８９ ／

如皋市南国旅行社 ３９３．０１ ４３３０ ／

如皋市大众旅行社 ２２６．４４ １９２６ １９３

光辉旅行社 ５２８．８８ ４７９３ ／

华夏旅行社 １０６ １６８９ １３０

东方大寿星园 ５２６．７０ ／ ２１２６３２

水绘园风景区 ５５９．９０ ／ ６０００００

花木大世界 ８２２．００ ／ １１２３６４６

重重重点点点服服服务务务业业业企企企业业业选选选介介介

【江苏益昌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益昌集团有限公

·３５２·服务业



司成立于１９９８年，专业从事汽车销售４Ｓ店投资管

理、国内知名品牌摩托车和农机销售服务，总部位

于如城镇福寿路。公司于２００３年涉足汽车销售领

域，经营汽车销售４Ｓ店１１家，总经营面积７３３０１

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１００５７平方米，维修车间面

积２０２８９平方米，配件仓库面积５２６９平方米，办公

等其他面积２７５８５平方米。

公司秉承“天道酬勤，商道酬信”和“谋道者，道

与利兼得”的经营理念，注重诚信做人，诚实做事，

获得良好服务口碑。多年来，公司不断形成并完善

规范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打造一支优秀

的、多层次的、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为企业持续发

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和人才保障。集团（含下属

子公司）多次被评为市服务业红旗单位、先进单位

和南通市现代流通先进企业，被省消费者协会评为

诚信单位，被南通银行业协会评为南通市最佳信贷

诚信企业。

２０１１年，公司销售汽车７６８６辆，实现营业收

入１１．４亿元，被评为如皋市服务业２０强企业

之一。

【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成立于２００５年，由香港金海岸投资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注册资本金１１７７３．６９５万美元。公司

位于如皋港区，占地总面积１９７４６２．４７平方米。

公司总体战略规划定位于“港、工、贸一体，江、

海、河联营”的集成型供应链服务商，拥有长江岸线

资源约５公里，下辖江苏金港仓储有限公司、江苏

金海岸港口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子公司８家，

现有员工４００余人。２００８年如皋港口岸成为一类

开放口岸后，公司拥有的４个通用泊位、１２个港池

泊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４个泊位已竣工并投入试

运行。

公司拥有一支富有管理经验和良好服务意识

的团队，坚持走科学创新、持续发展道路，树立“以

制度塑造人、以创新培育人、以目标激励人、以诚信

凝聚人”的管理理念，打造“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的企业文化，坚持“一切为了客户，为了一

切客户”的服务宗旨，竭诚为各类客户提供优质、高

效的服务。

２０１１年，集团公司完成吞吐量１８０２．４５万吨，

其中，煤炭１０８９万吨，矿石６３．６万吨。接靠大小

船舶７０２艘次，同比增加货物量６９８万吨，增长

６３．２％。完成自然吨９６０．７６万吨，同比增加３８３

万吨，增长６６．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０００万

元，同比增加近７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８２．３％。

【如皋市海桥劳务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如皋市海

桥劳务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创建于１９８６年，注册资

金８６８万元，固定资产１２００多万元。现有职工

３２００多人，其中技师以上工程技术人员８６人、高

级技工１０８４人。公司位于如皋市软件园（桃园镇）

桃园路邮电局东侧，拥有两栋办公大楼３０００多平

方米，办公设施齐全。２００５年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

体系认证，被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领导誉为“不征

地、不贷款、不污染”的绿色企业。被评为重合同、

守信用ＡＡＡ企业，江苏省劳务排遣先进单位，南

通市劳动力转移先进单位，获如皋市文明单位、纳

税百强企业、服务业先进单位、服务业２０强企业、

“十佳”民营企业等称号。

公司拥有一支具有较高技术服务水平和丰富

实践经验的劳务技术人才队伍，从钣金、模具、钳

工、装配工到水电工、焊工、起重工，从普通车、铣、

刨、镗、磨到数控、车、铣、刨、镗、磨工，从普通小型

机床操作工到进口大型精密设备操作工，从单个零

件加工到整机装配调试，从船体结构制造装配到

机、管、电安装调试等技工，全方位为生产厂家提供

劳务技术服务。与熔盛重工、新扬子、新世纪等１０

多家大型造船企业合作，参与液化气船、化学品船、

挖泥船、油船等各类船舶的加工制造。

２０１１年，公司实现劳务总收入９０００多万元，

上缴国家税金９２０多万元，新增农民工就业６００多

人，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曹　霞　闾传文　黄　璜）

·４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