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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５２０．６７

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１％，同比增长１２％。其中，

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４７ 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４．４％，同比增长４．３％；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２８８．８２亿元，占年计划的 ９９．３％，同比增长

１２．１％；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８４．８６亿元，占年计

划的１００．５％，同比增长１４．１％。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９％、

５５．５％和３５．５％。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１０．７５亿元，

占年计划的１１０．７％，同比增长４１．８％，其中一般

预算收入４５．６３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８．６％，同比

增长３５．５％。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为２１．３％，比

上年提高３．２个百分点。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１９６．８６亿元，占年计划的９６．６％，同比增长

１６．１％。全年累计实现工商注册外资１３．８４亿美

元，占年计划的９２％，实际到账外资５．１５亿美元，

同比增长５１．５％。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３０２８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８％，同比增长１６％，增

幅比省、南通市平均水平分别高出１．２、１个百分

点。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３１２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２％，同比增长１８．６％，增幅比南通市平均水平

高出２．６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年内，全市完成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２７２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４．６％，

同比增长２０％。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投入１９６亿

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３％，同比增长１１．７％。完成技

改投入１２７．８亿元，占规模工业投入的６５．２％。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抵扣税３．３５亿元，同比增

长５６．１％。

政策引领　年内，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

２０１１年新型工业化的考核意见》、《关于进一步加

快科技创新，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

主功能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主功

能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

主功能区体制机制的意见》、《如皋市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等政策性文件，助

推全市经济持续发展。

接轨上海　年内，市发改委根据市政府《关于

加强接轨上海工作督查推进的要求》，建立全年接

轨上海工作目标和考核制度，建立信息报送、工作

例会和联络等一系列制度，形成全年接轨上海工作

网络。年初，根据南通市下达的工作目标，下达全

年度全市接轨上海工作要点，分解落实各部门、各

镇（区）年度工作任务，明确全年接轨上海工作专项

要求。全年组织到上海召开招商洽谈会６次，引进

上海项目１８个，销售花木８．５亿元、长寿食品６．５

亿元，组织赴沪培训１６００人次，引进人才１３０人，

吸引上海游客１３０万人次。

银、政、企合作　年内，市发改委组织银、政、企

开展合作，全年达成授信或贷款意向项目３０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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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贷款总额１６．５亿元。３月，举办“市外银行看

如皋”银政企合作恳谈会。４月，组织“２０１１年企业

直接融资服务月”活动，邀请市内外１１家金融机构

参加。７月，举办“如皋市助推新设银行服务中小

企业”专题活动，无锡农商行、包头村镇银行、交通

银行、南京银行以及南通沪通担保公司、市科技担

保公司与全市部分中小企业进行供需对接。１２

月，组织“服务中小微企业金融超市”活动，如皋各

大银行及江苏银行、交通银行、无锡农商行、包头村

镇银行、南京银行等新设银行与全市１１４家中小微

企业进行供需对接。

节能减排　年内，市委、市政府狠抓技术改造，

鼓励企业新上节能改造项目，九鼎集团节能项目获

国家发改委扶持资金６８０万元，大生线路器材、隆

昌化工、康恒化工３家企业节能项目累计获省政府

节能扶持资金１５０万元。市发改委组织专项能源

监察审计全市年耗能５０００吨以上的企业２６家，积

极淘汰落后产能，其中，江苏长寿集团淘汰污水泵

１台、制冷机４台、库房风机９６台，江苏博源机械

锻造有限公司淘汰燃煤加热炉５台。市财政加大

支持力度，节能降耗专项资金足额到位，对通过节

能审计企业给予相应奖励，运用经济杠杆激励企业

搞好节能降耗工作。

社会供电量　年内，全社会用电量３９．３９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４．２８亿千瓦时，增长１２．２１％，总

量居南通六县（市、区）第一。其中工业用电２９．３１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２．４３％，总量位居南通六县

（市、区）首位。

（黄爱军　徐亚锋）

国国国有有有资资资产产产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经市政府授权，对

全市七大国有公司（集团）实施监督管理考核。

产权管理　年内，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对教

育集团、水绘园、港投集团、文广集团等企业相关资

产产权进行调查摸底和登记，界定和明晰相关资产

产权。

财务管理　年内，全面掌握企业的资产、负债

及国有资产的财务状况，确保国有资产真实性、完

整性。明确国有公司财务管理的职责与权限，指导

各企业建立健全规范的会计和财务管理制度。１

月，聘请皋审会计事务所对七大公司进行清产核

资，建立相关台账，初步审计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对

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绩效考核　年内，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对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任务及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情况进行过程监督，促使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牵头组织对五大景区公司的 “旅游大投入、建设

美好新如皋”季度考核，对七大国有公司 “百日

大决战”竞赛考核和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１２月，修订２０１２年度 《国有企业年度目标责任

制考核办法》。

行政事业资产管理　年内，市财政局、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闲置行政事业资产认真评

估、公开拍卖，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全年规范处置资

产６批次，收益９８７９．０６万元。开展行政事业单位

固定资产清查、核实、登记，做到账表相符、账物相

符，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有效益。９月，出台《如

皋市市直公物仓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皋政发

〔２０１１〕２３号），强化行政事业资产使用、处置管理，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出台《如皋市行政事业单位部

分通用资产配置预算标准（试行）》（皋财规〔２０１１〕１

号），对机关办公用品配置实行统一标准、统一配

置。１０～１２月，参与实施全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拍卖上缴车辆１７３辆，成交额１１２４．１９万元。

（许瑞兵　胡加纪）

国国国土土土资资资源源源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国土资源局下辖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

队、土地资产储备开发中心、土地复垦整理和市

场服务中心、勘测院４个事业单位和国土资源所

（分局）２０个，全系统在职在编工作人员２４８人。

２０１１年，被评为南通市文明行业、如皋市文明

行业。

保障经济发展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保障全市

经济发展用地，全年报批村镇批次用地６个、单独

选址（含宁启铁路复线工程）２个、挂钩批次用地３

个、“万顷良田”批次用地４个，累计报批用地３９７

宗，总面积６６０．３公顷。其中农用地４０２．７公顷

（耕地２９３．３公顷）；点供项目４０．６公顷（长江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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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桥点供计划１６公顷、江苏熔盛海洋工程制造

基地扩能项目１４．７公顷、经济开发区金属表面处

理中心项目９．９公顷），独立选址４０．１公顷（２２０

千伏泓北输变电工程和如皋港长青沙新闸引河港

池码头一期工程）。全年组织出让土地２６９宗，总

面积６３６．６公顷，合同出让金８５．４１亿元。其中，

工业用地９５宗，面积１７８．９公顷，合同出让金

４．７４亿元；经营性用地１７４宗，面积４５７．７公顷，

合同出让金８０．６７亿元；融资平台４３宗，面积

１８２．５公顷，合同出让金３６．４５亿元。为机关团

体、医院、学校、水利设施等用地划拨土地７宗，面

积８．２公顷。

保护耕地资源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加大力度

保护耕地，建立保护耕地激励机制，全面实行耕地

“先补后占”，确保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实现耕

地总量的动态平衡。２月，江安镇省以上投资土地

整理项目被省政府列为江苏省土地整理示范项目。

３月，市政府与各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签订耕地保护

责任书，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局与各国土资源管理

所、分局分别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落实耕地保护

责任。１１月，袁桥、磨头、吴窑、搬经、柴湾五个省

以上投资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完毕，经南通市国土局

验收确认新增耕地２２１．９４公顷。１２月，经济开发

区（柴湾镇）、长江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项目土地

整理项目实施完毕，通过省国土厅验收，其中经济

开发区（柴湾镇）项目全面完成。

土地例行督察　３月，国家土地督察局南京局

第一次全面督察如皋土地管理利用情况，督察结果

直接决定是否被国土资源部约谈、问责。１０月，经

国家土地督察局南京局全面督查，全市２０１０年度

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确定

为５．１３％，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

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降至６．３６％，低于问责比例，

通过省级及部级验收。

土地执法监察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建立以执

法监察中队、大队为中心的动态巡查网络，建立

村—镇—市三级动态巡查制度，实现对国土资源违

法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早处置”，促进巡

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完善动态巡查组织机制，

增强动态巡查效果，全年累计组织动态巡查２３７２

次，按时、按期上报动态巡查结果，为违法用地查处

及卫片检查提供参照依据。对新增违法用地，本着

“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严肃查处”基本原则，建

立和完善与监察、公安、检察以及法院等单位的

协作配合机制，及时移送和依法执行，遏制新增

违法用地。

７月２８日，市国土资源局召开全市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会议

（单海霞）

工工工商商商行行行政政政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现有在职干部职

工２５５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２３６人、硕士研究

生１人。市工商局辖直属机构经济监督检查大队

和如城分局等派出机构１１个。其中，丁堰分局与

城东分局合署办公，地址设城东；薛窑分局与长江

分局合署办公，地址设长江分局。管辖全市各类市

场主体１０３２１２家，其中内资企业２５７９３家、外资企

业５２７家（含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９４家、

个体工商户７５８６１户、市场４０家。２０１１年，市工

商局获省“双打”专项执法行动先进集体，南通市

“十一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南通工商系

统“红盾竞辉”竞赛优胜单位、广告案件执法竞赛优

胜单位等称号。登记注册科被表彰为全国巾帼文

明岗，搬经分局被表彰为全省农资监管工作先进集

体，长江分局被表彰为南通市群众满意“十佳”基层

站所，城西分局和搬经分局被评为全省工商行政管

理系统文明工商所。在如皋市级机关目标责任制

考评中，市工商局连续六年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

市级机关目标责任制考评先进集体。

登记注册　年内，全市新设立内资企业３７８７

户、外资企业４４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５２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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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股份合作社２９户）、个体工商户１８２２４户。市

工商局指导中建环球等６家集团公司成功设立登

记，集团登记数量占全市历年登记总数的２０％。３

月，在市民服务中心首推局长服务接待日制度，局

长或分管局长定期到中心窗口倾听民意、接受征

询。５月，探索实施商务秘书服务企业登记，引入

一址多照管理模式，同时出台《充分发挥工商职能

服务“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意

见》（简称“二十二条”意见），全面提升登记服务质

量。１２月，获国家工商总局授予的外商投资企业

登记管理权。

个体、私企及外资企业监管　年内，市工商局

以出台的《新设立企业检查规范》、《重热点行业监

督管理规范》、《案件回查规范》、《企业退出实地督

查规范》、《档案管理规范》经济户口管理五项制度

为基础，开展经济户口管理工作竞赛，促进全系统

经济户口管理工作跃上新的台阶。１～３月，开展

对烟花爆竹生产销售、成品油批发、零售和仓储、桑

拿按摩、娱乐场所市场主体专项检查。１～６月，开

展外商投资企业出资催缴专项行动，细分全市４００

多家（不含分支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情况，明确

重点催缴对象１７家，督促出资不到位的外资企业

７６家，为３家企业办理减资登记。全年吊销外资

企业６４户，注销２户。４～６月，开展民用液化气

经营、商标印制、广告经营、直销、锅炉压力容器制

造、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煤

矿及非煤矿开采（含砖瓦生产）危险化学品市场专

项整治。５～１２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 “党徽耀

红盾、服务两个加快”暨 “三走访、三满意”系

列活动，分别走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４３人，走访企业１７７５家、消费者代表１８６人，

召开企业座谈会２４场次，服务招商引资企业８７

家，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８３件，为企业维权１１０

件。７～９月，开展对无证照从事网吧、食品销

售、危险化学品销售 （含油漆）、农资经营违法违

规行为专项整治。

市场培育与监管　年内，市工商局加强对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工作的引导和指导，全市先后升级改

造农贸市场２５家，整治、规范２０家。开展网络市

场监管调研，撰写的调研报告《工商部门监管网络

商品交易市场的难点探析》获南通工商局专题研讨

一等奖。８月，开展以创建“苗木经纪人示范岗”为

龙头的“红盾强农惠农示范岗”创建活动，发展“苗

木经纪人”９８个，直接和间接提供就业岗位２０００

多个。１１月，在政府办牵头组织下，对全市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工作进行申报验收。对市场升级改

造中表现突出的城北市场等７家主办单位分别予

以３万～１８万元奖励。１２月，市工商、农委、供

销总社联合开展农资经营示范店评选活动，在全

市评出农资经营示范店５３家，其中省级示范店２

家、南通市级示范店１１家、如皋市级示范店

４０家。

商标管理　年内，全市新增注册商标４４７件，

申报认定南通市知名商标１０件、江苏省著名商标

３件，通过马德里体系国际注册申请６件，“万达”

商标获全市首件行政认定中国驰名商标。全市累

计拥有注册商标３２４３件，其中南通市知名商标６２

件、江苏省著名商标２７件、中国驰名商标１５件（其

中行政认定１件、司法认定１４件）。继续实施全省

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起统一开展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累计受理和处理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申诉和举报２５

件，立案查处７１起，案值３２５万元，其中侵犯上海

“老城隍庙”商标权案、侵犯“正新”驰名商标专用权

案入选“双打”专项行动江苏省“十大”案件。３月，

“如皋盆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准注册，成为全国

第一件盆景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南通地区第一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６月，“苏·皋长寿”集体商

标获“江苏品牌紫金奖暨品牌照耀江苏———２５年，

江苏最具成长力品牌”。

广告管理　年内，全市新增注册广告公司２０

家，全市广告经营单位总数达１１６户，从业人员达

４０５人，广告经营额６０００多万元。组织对全市广

播电视五个频道进行实时监测，全年累计监测３６

天，监测广告１７０３条，发现其中涉嫌虚假宣传（包

括药品、医疗、减肥、美容、化妆、保健食品等）广告

１４４条次，违法率１０．４％，较上年有所下降。７月，

组织相关广告经营单位参加全国第１７届广告作品

大赛，上报公益类广告２件、商业类广告８件，达人

广告公司１件作品获影视作品优秀奖。７月２２

日，在如皋光华国际酒店举办如皋市广告协会暨优

秀作品展示会，总结和展示全市近两年广告工作成

果。７～９月，开展广告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检查户

外广告６５８条，发出限期整改通知７０份，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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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广告案件２９起。

合同管理　年内，市工商局重点加强对合同格

式条款的审查与备案管理。开展“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服务年”活动，全年新发展南通ＡＡ级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５６家、ＡＡ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５３家，

分别有９６家南通Ａ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２２１

家南通ＡＡ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通过年度复查。

实行农资经营户、涉农企业、农业订单、农村经纪人

备案制度，在农资、花木销售行业推行使用合同示

范文本。全年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１４４件，帮助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盘活资产２３．２９

亿元，成功融资１４．６４亿元。开展“合同监管示范

工商所”创建活动，如城、石庄分局顺利通过南通工

商局组织的考核验收。

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流通监督管理）　年内，

市工商局全面规范全市食品经营资格，受理办理食

品流通许可证１８９２份，全市流通领域食品经营户

总数达８２６０家。推进“１２３１５”维权网络建设，全市

建成“一会两站”（消费者协会分会、消费者协会投

诉站和“１２３１５”申诉举报联络站）３９９个，实现农村

村镇和城市社区“一会两站”全覆盖。加强“１２３１５”

申诉和举报立案工作，将诉转案工作作为消费者权

益保护重点工作列入全年考核，全年累计办理诉转

案７０件，案值１６２．５万元。３月，围绕“消费与民

生”年主题，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权专项执法行

动，全市设消费维权投诉点１２个，发放宣传资料

８５００多份，接受消费者咨询３５０多例，受理申（投）

诉４５件。５月，在全国率先成立如皋市食品流通

自律协会，加强食品经营者自律建设。推进“食品

电子溯源监管”工程，对全市７０４户食品经营户实

施食品安全电子溯源管理系统，至１０月底，全市

总经销、总代理、食品批发户、乳制品经营户电

子溯源系统应用率达１００％，进销货电子记账达

９５％，电子出票率达９０％以上。５～１０月，启动

第二年度 “天网工程”，组织开展 “面食市场”专

项整治、打击流通环节违法添加食品添加剂专项

行动、“瘦肉精”猪肉专项检查、“地沟油”专项

整治行动、夏季卤制品市场专项治理和节日市场

整治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流通领域食品违法一般

程序案件１４４件，罚没入库４８．１１９万元。６月２５

日，如皋市在全省县级市中率先成立食品流通行

业自律协会。

６月２５日，如皋市食品流通行业自律协会成立

公平交易执法　年内，市工商局累计立案查处

一般程序案件６０４件，结案一般程序案件５９１件，

罚没入库３８０．２２万元。继续将公共服务业、房地

产行业和傍名牌整治作为执法工作重点，全年立案

查处公共服务业案件４件，傍名牌案件３件，房地

产行业无照经营、发布虚假广告等案件３件，案值

１００余万元。２～１０月，开展“打假保名优”专项执

法行动，一举查处案值达１８８万元的金银饰品侵权

大案，没收侵权饰品货值１４５万元，罚没入库

６６．０４万元。４～５月，与市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打

击传销、规范直销”专项执法行动，查办网络传销案

件２起，涉案金额２０００余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责任３人，教育遣返１４人。

消费者协会　年内，市消费者协会及所属分会

累计受理消费纠纷１３７５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１６０余万元，消费者满意度达９８．６％。继续深

化“消调对接”，完善“消调对接”规章制度，编写近

８万字的《消费维权“消调对接”业务手册》，使全市

９０％以上的消费纠纷在基层村（居）得到迅速调解。

“３·１５”期间，开展大型现场消费宣传和咨询服务

等十大系列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举行诚信联盟

企业公开承诺仪式。３月，成功调解青年农民徐某

因电动三轮车电瓶爆炸导致左眼伤残案，受害人获

赔偿款１０万元。倡导企业参与“诚信经营放心消

费”承诺联盟，引导发展入盟单位２１７家。

私营个体经济协会　年内，市私营个体经济协

会大力实施“创业牵手”工程，建立会员服务中心，

为广大会员免费提供广告信息推介、商标注册代

办、融资、维权、工商登记查询代理代办等十大系列

服务。开展“送体检保健康、助融资促发展”系列活

动，１０２５名会员参加免费健康体检，１６３家会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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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签订贷款意向书，意向金额达３５００万元。５

月，创办《如皋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专刊》，向全市

个私会员免费发送。

【市格式合同条款审查委员会成立】　６月，市工商

局牵头成立由市法制办、市司法局、市工商局、市律

师协会、市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和行业组织有关专家

学者共同参与的如皋市格式合同条款审查委员会。

审查委员会负责集中审查全市各行业的格式合同

条款，进而提出整改意见。经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

后的格式合同，通过政府信息网及其他媒体向社会

公开，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审查委员会每半年集中

会商一次，每次就一至两个行业的格式合同条款进

行集体审查，从而提出权威、科学的审查意见。１１

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审查房屋中

介、装饰装修、美容美发健身等五大行业的合同格

式条款，提出整改意见９项。

【基层工商分局（所）升格为副科级建制】　９月，根

据《江苏省市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机构改革的意

见》（苏编办发〔２０１０〕９号），报经南通工商局批准，

市工商局实施机构改革，调整与规范机关内设机构

４个，基层１１个分局升格为副科级建制。

【市工商局获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　１２月，

国家工商总局下发通知，正式授予如皋工商局外资

登记管理权。凡在如皋市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和批准从事承包工程、

承包或受托经营管理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外

地）企业，以及注册资本低于６００万美元的限制类

外商投资企业等类型外资企业的登记，可直接在市

工商局完成，无需到南通工商局办理，从而提高全

市外资项目落户速度，降低外资企业的办事成本。

（缪鹏飞）

质质质量量量技技技术术术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南通市如皋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辖产品质

量检验所、计量检定测试所、江苏省特检院南通分

院如皋所。现有在编在职干部职工７６人。其中，

大专以上学历者６１人，硕士研究生２人；高级工程

师２人，工程师１２人，高级技工７人。

综合管理　年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江苏

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申报省质量奖，江苏隆昌化

工有限公司、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４家

企业申报南通市质量标兵企业，５２家企业申报首

席质量官。建立名牌培育发展的推进工作机制，组

织并指导１３家企业申报江苏省名牌产品（其中，复

评７个，新增４个）、４６家企业申报南通市名牌产

品（其中复评２０个）。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先进质量

管理方法及ＱＣ小组成果发布，全市５家企业１２

个课题报名参加“金茉莉杯”ＱＣ小组成果发布赛，

其中，１个课题获二等奖，３个课题获三等奖。组织

巡查全市９８家许可证企业，重点巡查上年年审存

在问题未整改到位企业，累计下达整改通知书４

份。帮助５家企业参与制定修订７项国家标准、发

布实施行业标准１项，其中，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

公司作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制定ＣＢ／Ｔ２６１１８．１－

２０１０《机械安全机械辐射产生的风险的评价与减小

第１部分：通则》、ＣＢ／Ｔ２６１１８．２－２０１０《机械安全

机械辐射产生的风险的评价与减小第２部分：辐射

排放的测量程序》、ＧＢ／Ｔ２６１１８．３－２０１０《机械安

全机械辐射产生的风险的评价与减小第３部分：通

过衰减或屏蔽减小辐射》国家标准，江苏隆昌化工

有限公司作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修订《邻二氯苯》

行业标准。推荐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深水铺管

作业线系统设备安装技术规范》、江苏神马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ｋｖ级交流系统用空心复合绝缘

子技术规范》、南通超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内

饰件热压成型冲切模具》申报国家标准立项。江苏

隆昌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制订的《对二

氯苯》被批准列入２０１１年行业标准立项计划

（２０１１－０５８３Ｔ－ＨＧ）。组织申报观赏鱼养殖标准

化示范区、如皋市沿江无公害水产品标准化示范

区、乌鱼高效养殖示范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３

项。组织申报省级地方标准９项、市级地方标准７

项，其中市蚕桑技术指导站申报的《桑园套种甜豌

豆技术规程》省级地方标准被省工商局立项。以民

生计量为抓手，以能源计量为着力点，围绕维护民

生利益，继续开展“四走进”（诚信计量进市场、健康

计量进医院、光明计量进镜店、服务计量进社区乡

镇活动）惠民活动，扎实做好民生计量“两免费”（对

集贸市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用计量器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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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检定）工作。组织市永欣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申报省级计量诚信集贸市场。

行政执法　年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把涉及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民生”产品作为行政执

法工作的方向，把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食品和建材产

品作为稽查工作的重点，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法

行为。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５０人次，立案查处行

政案件１０６起，为百姓放心消费创造良好环境。

安全监察　年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制订全年

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计划及阶段工作重点，坚持专项

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狠抓特种设备基础台账建

设，有的放矢地做好预防，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确保

全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范亚丽）

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辖市安全生产

执法监察大队，现有干部职工４１人。２０１１年，全

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控制在南通市下

达的控制指标以内，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市政府被

南通市政府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先进

单位。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评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职工安全生产知识全员培训

先进集体、船舶修造行业专项整治工作先进集体、

冶金行业专项整治工作先进集体、烟花爆竹专项整

治工作先进集体、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

工作先进单位、服务企业工作先进单位、安全培训

先进单位、安全生产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安全事故统计　年内，按考核口径统计，全市

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１８７０起，同比下降０．０５％，

死亡１１１人，同比下降１．７７％。其中，道路交通事

故１８１６起，同比上升１．１１％，死亡１０７人，同比下

降１．８３％；火灾事故５１起，同比下降２８．１７％；工

矿商贸事故３起，同比下降２５％，死亡４人，同比

上升１００％。长江和内河水上交通运输、渔业、农

机作业等均未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全年未发

生一次死亡３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落实安全职责　年内，市政府先后制订出台

《如皋市２０１１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皋政办发

〔２０１１〕８号）、《如皋市安全生产约谈制度》（皋政发

〔２０１１〕１６３号）、《如皋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安全生产责任制》（皋政发〔２０１１〕１６４

号）等文件，完善安全生产“一岗双责”、“一票否决”

等项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年初，全市２０

个镇（区、园）、４９个负有安全监管责任部门主要负

责人分别向市政府递交《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

书》，各村（居）、站所、生产经营单位分别向各镇

（区、园）、相关主管部门递交《安全生产责任书》，各

生产经营单位均与职工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确保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隐患排查治理　年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认真

部署和落实全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量化目标

任务，制订《关于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改的

通知》（皋安委办〔２０１１〕９号），建立健全较大以上

事故隐患公告公示、挂牌督办、整改销号等制度。

全市累计排查和整改事故隐患２万多处，对排查出

的３５处三级以上重大事故隐患，１处由省政府挂

牌督改，１处由南通市政府挂牌督改，３３处由如皋

市政府挂牌督改，至年底，全部通过整改验收销号。

安全专项整治　年内，市安委会下发《关于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皋安委〔２０１１〕６

号），落实各专项整治工作的牵头责任单位，明确专

项整治的任务、目标和要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先后制订《如皋市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皋安监〔２０１１〕６号）、《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要点》、《如皋市２０１１年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计划》

（皋安监〔２０１１〕１３号）。全年累计检查烟花爆竹经

营点１００多家，取缔非法经营点２３家。检查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１８家、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６２

家，查出事故隐患１５９条。制订《２０１１年如皋市职

业健康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皋安监〔２０１１〕８号），

开展粉尘、高毒物品危害专项整治，全面整治全市

木制家具制造企业和１７家蓄电池生产企业，依法

强制关闭不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生产企业１１家，

将６家企业列为限期整改对象。全年累计开展职

业健康执法检查和复查６０多次，开出整改指令及

复查意见书２０多份，对其中久拖不改的１家违法

企业实施行政处罚。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

演练，先后组织模拟烟花爆炸事故、水厂氯气泄漏

事故、突发性导热油泄漏事故、火灾事故以及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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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化磷、环氧乙烷泄漏事故的应急救援演练，提

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宣传教育培训　年内，市安监局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月”、“安康杯”竞赛等活动，组织开展送法到

基层、安全知识竞赛、安全咨询、安全文艺会演等宣

传教育活动。与市总工会、市文广新局联合举办

“送电影进企业、送安全知识给职工”主题活动，对

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单位和较大规模企业单位免

费送电影１００场次。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全员培训，

先后分２５个班次组织全市生产经营企业主要负责

人、分管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累计培训４０４３人。

推进安全生产网络远程培训，规模以上企业网络远

程培训覆盖率达６５％。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举办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培训班，各镇（区、园）分

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监所（局）长及市安委会成

员单位负责人９０多人接受培训。

安全标准化建设　年内，市安监局积极推进安

全标准化工作，全市３６家化工、冶金、船舶修造等

重点领域企业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南通市级验收。

“１＋３”安全监控体系建设　年内，市政府把推

行“１＋３”（“１”指一个方法，即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

监控法。“３”指三种机制，即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

动态管理机制、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持续改进机

制、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系统评价机制）安全监控

工作体系作为衡量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重要标准，根据行业特点，在挑选安全生产基础较

好的企业开展试点的基础上有序扩面，充分调动企

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至年底，全市建立“１＋３”安

全监控工作体系的重点行业达３５％。

安全合格班组建设　年内，市安监局深入开展

“安全合格班组”创建活动，验收合格三星级班组

１６０个、二星级班组１５７个、合格班组１３１５个。开

展农村安全社区创建活动，通过南通市级安全社区

创建验收社区７个。

安监队伍建设　年内，市安监局认真抓好机关

每周一学习教育日和党课专题教育。先后组织开

展“争做安全发展忠诚卫士，创建为民务实清廉安

监机构”创先争优活动、“一书一片”（“一书”指《腾

江越海立潮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如皋

实践”》，“一片”指电视政论片《彩练当空》）学习活

动、“建功十二五，机关怎么办”大讨论活动、“大学

习、大培训、大比武、大练兵”活动、“算好廉政账”专

题教育活动等。鼓励安监人员在职学习，年内，２

人通过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考试。下发《关于调整

各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服务所机构设置等有关事

项的通知》，明确各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服务所与

镇企业服务中心合署办公，相当股级建制，要求每

镇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专职工作人员３～５人。

（李洁华）

食食食品品品药药药品品品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辖市食品药品

监督所，现有干部职工４０人。２０１１年，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被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彰

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先进集体。获如皋市文明机

关等称号。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全市１６１家中小学

和幼儿园食堂中，Ａ级食堂达４１家。年内，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累计发放餐饮服务许可证５２７份、

无就餐场所审查意见书６２份。累计承担全市性重

要会议及各类活动保障３０余次，保障人数达７万

人次，其中在高考、两会、沿江经济洽谈会等重大活

动期间实行驻点保障，有效防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的发生。３～１２月，先后组织开展学校食堂、酒类

产品、乳制品、瘦肉精、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地沟油及河豚等专项整治行动，促进餐饮市场

秩序持续规范。３月、８月，两次接受省打击非法添

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督查组检查，均获好

评。７～１０月，组织开展全市大、中型餐饮服务单

位（包括学校、企事业机关和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培训，参培人员５２０名，全部取得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

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累计完成重点监管对象日常监管５８家

次、一般监管对象日常监管７５９家次，覆盖率、监管

率均达１００％。全年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１３０９份、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报告１１份。重点

加强基本药物监管，强化驻厂监督，开展基本药物

电子监管，施行季度检查制度，保障基本药物质量

安全。先后组织开展打击生产和销售假药的专项

检查、整治非药品冒充药品的专项检查、规范含麻

黄碱类复方制剂生产经营秩序专项检查、基本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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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供应和质量保障专项检查和药品批发企业专

项检查，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药品经营行为，

整顿药品流通秩序，确保百姓用药用械安全。１１

月，创新药品监管方式，在全市３１４家药品经营单

位安装索普药械质量远程监管系统。引导医药产

业做大做强，全市１６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先后投

入３５００多万元用于厂房建设和设备购置，促进产

品质量提升。推进下原镇医疗器械产业园区建设，

至年底，进驻园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８家、经营企

业７０家，实现产业集聚发展。

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监管　全市现有化妆品

生产企业２家，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企业１３９５

家。年内，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市场准入，

细化保健食品经营申办条件，累计许可保健食品经

营单位２０９家。开展拉网式调查，健全保健食品、

化妆品本底资料，做到一企一档。以专项整治促规

范，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２８０人次，先后组织开展保

健食品夸大宣传功能专项检查、保健食品和化妆品

非法添加行为专项检查、化妆品违规标识专项检查

及保健食品、化妆品原料专项检查，有序规范保健

食品、化妆品经营秩序。

稽查执法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案

查处“四品一械”各类违法案件１７３起，其中查处举

报案件４０起，立案８起，全年罚没款到账１００万

元。抽验药品１８０批次，阳性率３３．１１％。抽验食

用油３５份，全部合格。２月，查处某公司擅自扩大

经营范围销售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针案。３月，查

处某药店销售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保健食品案。

５月，查处某公司擅自降低生产条件生产妇产包及

一次性使用冲洗袋案。６月，查处某餐饮单位非法

经营河豚案。９月，查处某餐饮单位经营过期食

品案。

【如皋在南通率先取得省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

县创建资格】　８月，如皋市顺利通过省级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资格验收，成为南通地区唯

一一家省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单位。

年内，市政府成立如皋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

千万示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皋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８２

号），由分管市长担任组长，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相关部门负责人任成员。至年底，全市首批８２家

学校食堂通过“餐饮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的考核验

收，进入公示授牌阶段。

【食品药品监管城镇一体化建设】　年内，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实施食品药品监管城镇一体化建设，

在全市２０个镇（区、园）配备食品药品监督助理２０

人和食品药品监管服务人员２５人，在每个村（居）

设立以大学生“村官”为主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

２９８人，全面构建市、镇、村三级食品药品监管网

络，确保各类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及时得到有效

控制。

（刘晓庆）

物物物　　　价价价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１０４．３％，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１０４．９％。市物价

局获全国农产品调查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文明行

业、江苏省价格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价格认证工

作先进集体、南通市价格工作先进集体、南通市文

明行业、南通市物价局价格监测工作先进集体、南

通市价格监督检查工作先进单位、南通市政务信息

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

价格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认真贯彻垃圾发电

优惠政策，为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提供良好的价

费政策，加强热电联产企业价格管理，结合煤热联

运机制，妥善协调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矛盾。创新服

务经济发展的价格政策，积极向省物价局争取资

金，支持全市农村低压电网维护工作。加强垄断行

业延伸服务收费监管，审慎出台电力、电信等垄断

行业延伸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提高垄断行业收费

透明度。认真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用电价格，搬

经、高明两镇水厂享受电价优惠政策，年降低电费

运行成本１３万元。经听证会听证，报市政府同意

并经省物价局核批，调整全市西气东输管道天然气

价格。完善商品房价格备案制度，加强新建商品房

标价行为监管，强化销售“一价清”、明码标价制度、

价格备案制度及网上公示制度。认真执行新修订

的《江苏省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实施办法》，确保

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等其他政策性保障住房建设各项优惠政策的

贯彻落实。积极响应国家实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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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通地区率先实行商品房价格管理前置制度，先

后对金茂国际财富广场、江安益多花园、南凌育贤

花苑、磨头蟠龙居、郭园幸福家园等商品房价格进

行备案，有效规范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

收费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加大清费减负力

度，开展第三次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工作，清理取消

收费项目４３项，免收或降低收费标准１３项，累计

减轻企业负担３０００万元，并编印《如皋市涉企收费

项目公示手册》分发至各镇区企业，打造“收费最

少、服务最好、信用最高”的投资创业环境。开展收

费年审工作，年审行政事业性收费及部分经营服务

性收费项目８４个、收费许可证７００多本，年审收费

总额８．６４亿元。按照《省物价局、省教育厅转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２０１１〕３３６

号）精神，全市从２０１１年春季起，义务教育阶段免

收作业本费，每年免收５５２万元。

价格监测　年内，市物价局实施民生价格信息

公示，提升价格公共服务水平。选择与百姓生活密

切相关的主副食品、药品、电器进行价格监测，并通

过《如皋动态》、如皋电视台《民生零距离》栏目、广

场ＬＥＤ显示屏等进行价格公示，累计发布民生价

格信息４８期，其中主副食品信息４５期、药品信息

２期、电器信息１期。扩大民生商品批零比价范

围，把“价比三家”效果落到实处，切实让老百姓得

到实惠。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将落实价格上涨动态补贴机制和确保

家庭困难学生就学纳入惠民实事工程，组织开展物

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调查，及时向市政府

提出申请，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因物

价上涨而降低。定期向全市６９个种养大户无偿发

布相关价格信息。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全年累计报

送价格监测报告６６篇，被录用５８篇。

成本监审　年内，市物价局针对经济开发区和

如城东部工业园区提出的工业污水处理价格矛盾，

及时发挥价格杠杆调节、服务功能，对工业污水处

理成本实施成本监审，科学合理解决价格矛盾争

议。按照西气东输指挥部要求，对益有、中油两大

燃气公司定价成本进行全面监审，为合理制定管道

天然气价格提供依据。围绕新农村建设“十大工

程”，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预

报预警办法》，全面完成国家发改委和南通市物价

局安排的农本调查工作任务。通过开展农民种植

意向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及生猪养殖、棉花种

植、蚕茧收购等专项调研，及时反馈调研情况，为国

家、省制定粮食价格政策及农资价格管理政策提供

依据。增加深入“双联双助”村送政策、送服务频

度，完善农地流转价格机制，探索村级集体经济长

效增收机制，帮助实现村级经济收入持续增长。

价格监督检查　年内，市物价局履行民生价格

监管职能，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围绕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热点问题，组织开展一系列民

生价格收费检查，累计查处价格违法案件１５件，实

施经济制裁１４３．３５万元，退还消费者９．８万元。

在通胀预期较强的背景下，切实增强抵御价格波动

的灵敏度，及时制止造谣惑众、哄抬食用盐价格的

违法行为，确保食用盐市场价格稳定。积极配合政

府有关部门制订出租车承包费指导意见，及时化解

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落实鲜

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开展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检查，确保全市境内所有收费公路对

整车及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市

境内如港公路收费站全年累计对１．９万余辆装载

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通行费２８．７９万元。规范教

育收费行为，会同教育部门开展教育收费巡查，落

实义务教育阶段免除作业本费政策，全年累计免除

作业本费５５２万元。配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

对新增、完善、调整的１１７种医疗服务项目及特殊

医用材料目录价格实施跟踪检查，确保基本药物目

录制度顺利实施。根据省市《关于开展医药卫生服

务价格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对全市１０所医院开展

医药价格专项检查，切实规范医药卫生服务收费行

为，减轻患者医药费负担。强化成品油价格监管，

根据成品油价格调整，先后出动检查人员３２人次，

检查成品油批发企业、零售企业价格行为，确保成

品油价格调整工作顺利实施。坚持以“服务发展、

关爱民生、促进和谐”为目标，建立“１２３５８”价格举

报电话与“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１２３１５”消费者维权热

线的部门联动机制，快速解决价格矛盾和纠纷，

“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全年累计协调各类价格矛盾

纠纷３７６起，办结、回复、满意率均达１００％。打造

价格诚信服务品牌，通过开展创建“江苏省价格诚

信单位”、“明码实价示范店”等活动，树立诚信经营

的良好社会风尚，营造公平、诚信、和谐、规范的市

·８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