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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主道建成通车　Ｐ２８７

●如皋汽车客运新站投入使用　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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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市交通运输局内设人秘科、财务审计科、

政策法规科、工程建设管理科、安全科、监察室，在

编２５人。下辖事业单位运输管理处、地方海事处、

如港公路磨头收费站、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和如

城、城北、丁堰、磨头、搬经、石庄６个运输管理所，

代管企事业单位公路管理站、航道管理站、南通汽

运集团如皋分公司。２０１１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１８亿元，占年度计划的１２０％，同比增长

７．１４％。市交通运输局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集体三等功，被

南通市政府表彰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

作先进集体、春运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全市交通运

输系统继续保持南通市文明行业、如皋市文明行业

称号。

道路建设　全年建成农村公路１５６公里，实施

县乡公路强度提升１５公里。年内，完成如皋港至新

２０４国道连接线一期工程沥青下面层摊铺。实施丁

磨公路拓宽改造工程路基填筑。完成３３６省道石庄

段改扩建工程沥青下面层摊铺，全线贯通。实施王

石线常青段拓宽改造工程路基填筑和水稳施工。完

成新东线东陈段拓宽改造工程水稳层摊铺，全线贯

通。５月，３３４省道如皋段东延工程、蒲黄线西延工程

竣工通车。６月，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主道竣工通

车，辅道建设继续施工。９月，３３４省道如皋段西延工

程（新２０４国道至江曲线）竣工通车。

桥梁船闸建设　年内，全市完成危桥改造１１０

座。完成如皋港至新２０４国道连接线二期工程长

青沙二桥灌注桩和承台施工。完成连申线（东台—

长江段）航道整治工程如皋段搬迁任务，境内１９座

三级航道桥梁正在设计，完成６座桥梁施工图审

查。航道驳坡分五个标段完成招投标，全线开工建

设。４月，焦港船闸正式通航。

【３３４省道如皋段东延工程竣工通车】　５月３１日，

３３４省道如皋段东延工程竣工通车。

该工程于２００９年７月开工建设。工程西起沿

海高速丁堰出口，从如泰河南向东经丁堰镇，东接

３３４省道如东段。工程全长９．４７公里，一级公路

标准，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路基顶宽２６米，路面

宽２４．５米，设计时速１００公里。道路用地红线范

围宽６０米，征用土地７９．５３公顷，总造价２．２亿

元。３３４省道如皋段东延工程，对贯通如皋东出

口，促进如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蒲黄线西延工程竣工通车】　５月３１日，蒲黄线

西延（如港路至江曲线）工程竣工通车。

该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工建设，当年道路部

分全线贯通。工程全长１２．５３公里，途径吴窑、石

庄、常青、江安４个镇，二级公路标准，路基顶宽１７

米，路面宽１４米，道路用地红线范围宽５０米，征用

土地７５．８公顷，总造价１．８亿元。２０１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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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港河大桥竣工，全线通车。蒲黄线西延工程，对

推动沿线各镇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改善如皋中西部

地区交通状况将发挥重要作用。

【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主道建成通车】　６月２４

日，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花市路改造工程）主道建

成通车。

该工程北起海安交界处，南至如港公路与原

２０４国道绕城段交叉口。全线按城市快速通道标

准设计，工程全长１５公里，双向８车道，加中分带

宽８米、绿化侧分带宽１９米、辅道宽７．５米、人行

道宽５米，总宽１０２米，路基顶宽７２米，路面宽４６

米，设计时速１００公里。全线有中小桥梁４座、小

桥涵２２道、平面交叉道口７处、平交转盘１处，总

投资约６亿元。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３月开工，当年除

Ｂ标部分路段因搬迁未到位影响施工外，其余均贯

通。２０１１年，如皋经济开发区辅道建成，如城段辅

道进入施工阶段。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对于改善

如皋路网结构、贯联国省主干道、促进如皋经济社

会发展起重要作用。

（高　康）

【３３４省道如皋段西延二期工程竣工通车】　９月１

日，３３４省道如皋段西延二期工程竣工通车。

该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工建设，当年道路部

分全线贯通。工程东起２０４国道新线，西至老江曲

线，长１３．９６公里，一级公路标准，路基顶宽２６米，

路面宽２４．５米。工程总造价３．３亿元。

２０１１年全市农村公路实施情况一览

　表４６ 单位：公里

序号 镇　别 计划里程 完成里程

１ 如城镇 ４．２ ６．０

２ 丁堰镇 ４．８ ７．３

３ 林梓镇 ６．５ ９．０

４ 如皋港区（长江镇） ３．５ ３．５

５ 雪岸镇 ５．５ ８．０

６ 郭园镇 ４．５ ７．０

７ 江安镇 ７．５ １４．５

８ 石庄镇 ５．６ ８．１

９ 九华镇 ５．５ ８．０

１０ 白蒲镇 ２．２ ４．９

１１ 磨头镇 ７．０ １０．０

１２ 高明镇 ７．０ ９．５

１３ 搬经镇 ７．１ ９．６

１４ 吴窑镇 ４．０ ９．０

１５ 常青镇 ５．９ ９．９

１６ 袁桥镇 ４．９ ７．４

１７ 东陈镇 ５．３ ７．８

１８ 软件园（桃园镇） ４．１ ６．６

１９ 下原镇 ３．８ ６．３

２０ 如皋开发区（柴湾镇） １．１ ３．６

　 合　　计 １００．０ １５６．０

２０１１年全市干线公路建设改造情况一览
　表４７

项　目　名　称
总里程
（公里）

路基顶宽
（米）

路面宽
（米）

总投入
（亿元）

２０１１年投入
（亿元）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３３４省道西延二期工程（新２０４国道—
江曲线） １３．９６ ２６．０ ２４．５ ３．３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９

３３４省道东延工程（丁堰—如东界） ９．４７ ２６．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０．３０ ２００９０７ ２０１１０５

蒲黄线西延工程（如港公路—江曲线） １２．５３ １７．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０．３１ ２０１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５

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工程（花市路改造） １５．００ ７２．０ ４６．０ ６．００ ２．８０ ２０１００３
主道
２０１１０６

如皋港至新２０４国道一期工程（沿江公
路—新２０４国道）

９．２７ ２４．５ ２２．０ ３．００ １．４０ ２０１００２ 未竣工

如皋港至新２０４国道二期工程（沿江公
路—环岛东路） ３．４７ ２４．５ ２２．０ ５．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未竣工

丁磨公路拓宽改造工程（马塘加油站—
如港公路） ７．９８ ３４．０ ２２．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３３６省道石庄段改扩建工程 ２．０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０．８０ ０．４０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王石线常青段拓宽改造工程（３３４省道
交叉口—红旗路） ８．２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２．３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新东线东陈段拓宽改造工程（东陈转
盘—李平线） ３．２０ １７．０ １５．５ ０．７５ ０．６０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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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下辖交巡警

中队１２支，有交通巡逻民警１９７人、交通协管员

２２０人。２０１１年，全市未发生一起死亡３人以上和

涉及校车、危化物品运输车、７座以上大客车重大

交通事故。

道路秩序管理　年内，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５１．３万起，其中，查处酒后驾车１２６９起，５月１日

以后醉驾４２起，移诉４２起，刑处３人。增设农村

道路信号灯８处，增设和维修交通标志１３２块，施

划标线１２．３公里。维护城区交通信号灯２６组，新

增交通标志１８７块，维修破损交通标志１２２块，拆

除不规范、重复性交通标志２０５块，刷新交通标线

４３６公里，拆除遮挡交通设施非交通标志１１９块，

修剪遮挡交通设施道路绿化９４处。在城市次干

道、支路、后街里巷规范施划小客车停车泊位４３２８

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１１公里，在海阳路、益寿路

较宽人行道上分离施划小客车临时停车位３２６个，

设置出租车临时上下客停车位６５个和临时候客点

２个。创新推出“红、黄、绿”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分

色层推法，对前期排查的１９处“红色”隐患逐项整

治，在蒲黄线、港口连接线和中山东路东建线路口

安装信号灯６组；对１３２处新２０４国道、如港路、新

３３４省道“黄色”一般性隐患，会同交通部门采取压

缩、封闭或重新设置中间道口、增设标志标线办法

逐一整治。开展动态隐患集中整治行动，有效清理

动态隐患１２７处，治理客运线路交通安全隐患

３８处。

车辆管理　年内，办理二、三轮摩托车注册登

记２３８９５辆、汽车注册登记１２３９４辆，检验机动车

１４．８９万辆（其中汽车３０９８２辆、摩托车１１７９１８

辆），依法强制注销机动车９５１８辆。核发摩托车驾

驶证１０１５１人、摩托车驾驶证换证３７２６２人，受理

准驾车型Ｂ证以上驾驶人提交身体合格证明

１２２４４份、汽车驾驶人换证１２６７２人，受理汽车驾

驶人科目一考试３８０７７起。

事故调处　年内，全市一般交通事故发生量同

比下降２．９％，重大交通事故发生量同比下降

６．２３％，死亡人数同比下降８．７６％。全年侦破重

大逃逸交通事故１８起，破获率９４．７％。调处各类

交通事故７６５０余件，调解成功７１４３起，调结率达

９３．４％。办理一般程序交通行政案件３３９５起。

（许　虎）

公公公　　　路路路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公路管理站现有公路管理人员１１８人，

其中，在编人员３５人，治超和应急人员４２人，协管

人员４１人。下设股室５个，下辖如皋超限检测站、

如皋应急处置中心，设有如皋港、开发区、丁堰、磨

头、搬经５个中队。全站固定资产２５００万元，拥有

各类车辆２２辆，实现办公自动化。２０１１年，全市

国、省道技术状况综合评价指数９８．５％，县道综合

评价指数８７．８％，乡道综合评价指数８９．４％，村道

综合评价指数７６．５％。２０１１年，市公路管理站被

省交通运输厅表彰为“十一五”优胜公路站。

路政管理　年内，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安全保护条例》４５场次３６万人次。介入２０４国道

新线、３３４省道等在建公路管理，配合推进道口归

并和辅道设置工作，封闭道口总数的７８％，增设辅

道２５．９公里。维护路产路权，在中油燃气和益有

供气两个大项目中依法收取赔偿费３５５万元，同比

上升４５％。推进公路环境综合整治，组织清理县

道拾边种植，清除路面障碍２８９６立方米，清除路面

摊点６９３个，清理非交通标志９０１只。查处超限车

辆７８辆，罚款１９万元，驳货６３４吨。３３６省道施

工路段管理全面到位，未发生责任事故。

干线管理　年内，全面推进边沟、搭接道口、路

缘石、桥头跳车、桥梁栏杆、扶手六项整治活动，２０４

国道增植路旁树１４００株，种植草籽９０００平方米，

铺设草皮１３００平方米，道口硬化１．４７万平方米，

重点整治九华汽车站段，全国干线公路检查期间外

业、内业、工区建设均为南通样板。２０４国道集中

处理路口车辙２５００平方米，更换边沟盖板３５２块。

３３４省道路面进行灌缝，及时处理殷港桥、芹湖桥

跳车问题。组织３３６省道大修２．９６公里，道路大

修完成基层冷再生２．２万平方米、水稳２．４万平方

米，铺设沥青面层２．５万平方米，完成工程量３７５

万元。拆除重建３３６省道桥梁３座（百新桥、永隆

桥、九号桥），完成工程量１８４万元。５３座干线桥

梁管理到位，年内重点检查双曲拱、系杆拱、桁架

·８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拱，均处于受控状态。

县道创建　年内，组织清理所有县道拾边种

植，修整路肩、边沟、边坡，近３００公里道路边坡全

部撒播三叶草籽。大长线、江曲线北段挖补３．６８

万平方米，雪袁线、搬石线、林吴线、江曲线、如江

线、如高线、如丁线７条县道完成表面处理２０．９万

平方米，东芹、花马、戈黄、高葛等７条乡道完成表

面处理９．８万平方米，２０４国道老线修补１２００块

板块，皋高线、江曲线、搬石线稀浆封层１０．２万平

方米，累计工程量２２８０万元。江曲线北段应用聚

酯玻纤布新工艺材料，４５００平方米试验段强度明

显提升。九华镇创建成为省级农村公路安保示

范镇。

（朱　华）

运运运　　　输输输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运输管理处现有在编管理人员４０人。

如城、城北、搬经、磨头、石庄、丁堰运输管理所增挂

运政稽查中队、路政稽查中队、航政稽查中队牌子，

有在编人员５４人。拥有计算机６９台、稽查执法车

辆８辆，计算机实现在线联网。２０１１年，全年完成

公路货运量２３６２万吨，同比增长８．３％；完成公路

客运量１２７６万人次，同比增长８．３％。市运输管

理处被南通市人民政府表彰为春运组织工作先进

单位。

运政管理　全市现有统一标识出租汽车３５７

辆，其中星级出租车９９辆。全市中、高档客车占客

车总数的９２％。年内，培育打造“江苏快客”品牌

班车１４辆、文明客运班线６条、文明客运班车４０

辆，“江苏快修”企业２家，“绿色汽修”示建企业２

家，规范化示范汽修企业１家，超额完成省、南通市

推广计划。全市现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１３

家，其中，全国信誉驾校１家、ＡＡＡ级信誉驾校１

家、ＡＡ级信誉驾校２家、Ａ级信誉驾校６家，拥有

教练车６００辆、教练员７２７人，年培训机动车驾驶

员３．９万人，驾培教学均实现智能化管理 （ＩＣ

卡）。优化完善现有城乡客运一体发展格局，全市

现有城市公交线路３条、城乡公交线路１１条、镇

村公交线路３６条，现有城乡客运一体化公交车

１５１辆，镇村公交通达率达１００％。如皋新客站全

面建成并投入运营，新建农村客运站亭４６个。全

年考核发放公交政府财政补贴９８２万元，其中，

城区公交补贴资金２２０万元，镇村公交补贴资金

７６２万元。

市场整治　年内，加强运输市场信息化监管，

运政信息指挥中心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并投入试运

行。继续推行“网上稽查”，办理行政案件２３９起，

查处无证“黑车”１５辆，实施行政许可２３９０件，未

发生行政复议、诉讼案件。依法重新核查１３家驾

校、４３家汽修企业、８家水运企业资质，遏制违规经

营行为。

（尤申娟）

【如皋汽车客运新站投入使用】　１２月１７日，如皋

汽车客运新站正式启用。

如皋汽车客运新站位于如城惠政西路与花市

路交汇处，按照国家一级汽车客运站建设标准设

计，总投资１．８亿元，占地５．３３公顷，总建筑面积

４．８万平方米。主功能区占地４公顷，可停放客车

１４８辆。新站售票大厅５６０平方米，设有售票窗口

１２个。候车大厅２３００平方米，设有检票门卫２８

个，可同时容纳２０００名旅客，达到日发班次６００余

班、日均旅客发运量１万人次、高峰日输送旅客２

万余人次的运输能力。

（任建华）

航航航　　　道道道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航道管理站与市航政执法大队为一套

班子两块牌子，内设政秘股、财务股、航政股、工程

养护股，下辖执法中队３个，履行辖区内２１３．１１公

里等级航道、２４２．０１公里等外级航道建设、养护和

管理职能。２０１１年，继续保持江苏省文明航道站、

航道系统先进单位，南通市文明行业，如皋市文明

单位称号。

年内，市航道管理站（航政执法大队）组织巡航

检查４３６０公里，实施临、跨、过河建筑行政许可４６

件，行政处罚（理）案件１０起，全部符合法定程序，

均实行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按时完成辖

区交通量观测统计任务和航道扫床６６８．２３公里，

航标正常率１００％，通航保证率达９９％。收取航道

·９８２·交通运输



赔（补）费１１４．６２万元。

（章宏玉）

地地地　　　方方方　　　海海海　　　事事事

【概况】　市地方海事处下辖城郊海事所、焦港海事

所２个海事所。２０１１年，保持南通市文明行业、如

皋市文明单位称号，获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管理

示范奖”，获南通市地方海事系统年度考核一等奖。

市水上搜救中心被表彰为如皋水上搜救先进单位。

安全监管　年内，市地方海事处上航上线

１．７４万人次，检查船舶３．６２万艘次，纠正各类违

章１．３３万起，对船舶实施安全检查４５６艘，巡航

６８２７小时，巡航里程２．８６万公里，船舶进出港签

证８０８０艘次，辖区航道船舶航行、停泊、作业有序。

４月２９日焦港船闸通航后，加强过闸船舶安全监

管，与船闸实行“一站式”管理，为过闸船舶营造简

便快捷服务，确保过闸船舶航行安全。全市未发生

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航道堵塞事件。全年受理各

类水上交通事故２４起，无人员死亡及上报事故，水

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行政执法　全年行政处罚案件１１５４４起，其中

一般程序８１起、简易程序１１４６３起，未发生行政复

议被变更及行政诉讼案件。全年检查危及通航安

全桥梁１８４座，签发安全管理建议书２１份，涉水工

程活动审批３４件，通航安全监护９２９天，游船检查

４５６艘次，发隐患整改通知１２份。

规费征收　年内，征收规费总额４８７．１３万元，

同比上升１％。其中，船舶港务费３８３．６１万元，船

检港监费１０３．５２万元。

（孙保华）

铁铁铁　　　路路路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铁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

输局，现有工作人员４人。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和铁路

沿线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如城镇、软件园（桃

园镇）、丁堰镇、林梓镇、白蒲镇、搬经镇分别被评为

全国平安铁路县（市）、镇。

年内，如皋火车客运站客运量３８万人次，旅客

周转量９１００万人／公里，实现营业收入３０５０万元；

货运站到发货运量８万吨，货运周转量４０００万吨

公里，实现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年内，海洋铁路如

皋段全面竣工。如皋火车客运站改扩建工程签订

协议。宁启铁路复线如皋段沿线争取８条预留通

道建设指标，解决老线涵洞积水等历史遗留问题。

４月２日，如皋火车客运站改扩建项目签约仪式在

市行政中心举行，如皋火车客运站改扩建工程正式

启动。

（孙　科）

·０９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