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消费环境，全市有１２家单位获江苏省价格诚信

单位称号。把稳定“菜篮子”价格作为保供稳价的

重中之重，通过开展平价商店建设、倡导零利润销

售等活动，带动市场部分品种菜价的降低，使市民

得到实惠。

价格认证服务　年内，市物价局充分发挥价格

认证鉴证的社会服务作用，坚持以“服务司法、服务

社会、服务政府、服务系统”为理念，高要求提供价

格认定与评估服务，以巩固涉案财物价格鉴证为立

足点，以开拓涉税价格认证、二手房涉税价格鉴证

新业务为着力点，切实做好价格认证工作。全年办

理各类价格鉴证、认证业务１３４７起，鉴定总额２亿元。

【水绘园与南通狼山景区实现联票】　１２月２日，

如皋水绘园与南通狼山景区在南通滨江会所举行

联票签约仪式，昭示着如皋旅游业走进“大整合时

代”。

年内，市物价局积极谋划，经对旅游业客源市

场科学分析和预测，制订如皋水绘园景区与狼山景

区的联票制度，更好地运用价格杠杆推动如皋优质

旅游资源整合，不断创新旅游经营思路，促进如皋

旅游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西气东输管道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　１２月，经

听证会听证，报市政府同意并经省物价局核批（苏

价工〔２０１１〕４１２号），《如皋市西气东输管道天然气

价格调整方案》（皋价发〔２０１１〕１７７号）出台。《价

格调整方案》明确：居民生活用每立方米管道天然

气价格由４．５０元下调为２．２０元，非居民用每立方

米管道天然气价格下调为４．００元。以上为最终价

格，下降幅度不限，下降具体价格由供用双方根据

市场供求情况自主确定，并报市物价局备案，执行

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

实施西气东输价格后，全市民用气和工业用气

供气价格下降幅度分别达５１％和２０％，每年减轻

企业负担约５７６０万元，惠民约１１５０万元。

【平价商店建设】　年内，市物价局贯彻省、南通市

关于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决策部署，按照“政府倡议、

企业运作、舆论引导、社会监督”总体思路，坚持“政

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短期措施与长效机制相

结合、实行价格优惠与加强价格监管相结合”原则，

以保供基地为依托，以农超对接、农社对接为主要

形式，以价格调节基金为支撑，以契约方式约定相

关方责权利为手段，综合运用政府倡议、基金补贴、

规范管理、加强服务、舆论引导等多种手段，推进平

价商店建设，在城区大润发超市、品德超市（益寿

店）建立农产品平价直销区，在主要社区建立平价

商店（直销店）４家，努力稳定“菜篮子”价格。

（陈小琳）

金金金　　　融融融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现有工作人

员４人，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现有在职员工３３人。

２０１１年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６０３．４５亿

元，比年初增加１１１．８９亿元。其中，单位存款余额

２２１．９１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３．１３亿元；储蓄存款余

额３７１．２５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４．４６亿元。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２９８．９５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１．５８亿元。

货币政策　年内，市金融办与人民银行如皋市

支行按季召开银政联席会、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

信贷工作例会，按季发布辖内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

况报告，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从“保增长、防

通胀、促转型”等方面着手，努力扩大银行融资规

模，各项贷款增量增幅分别居南通六县（市、区）第

五和第二。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保贷

款管理，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的通知》、《如皋市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信托融资取得新突

破，市农行给予熔盛重工增加信托融资贷款２３亿

元。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顺利，成功发行地方债

券１５亿元。从６月始，先后分别在搬经镇、东陈

镇、高明镇等５个镇区举办银企对接专场活动，以

点对点、面对面形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搭建平台，累

计参加洽谈企业１５０多家，１４家企业获贷款２２００

万元。１２月，组织召开金融服务小微企业银行行

长座谈会，举办中小微企业金融超市专题活动。１２

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１０７．８亿元，比年初

增加２７．１亿元，增长３３．６％，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１２．７个百分点；全市金融机构表外融资总量达

８１．３亿元，比年初增加４０．１亿元，增长９７．６％，远

高于各项贷款２０．８％的增速；全市企业市外融资

余额１１１．７９亿元。

·９１３·综合经济管理



金融生态　年内，市金融办与人民银行如皋市

支行组织与推进金融生态优秀市创建活动。１０

月，召开创建金融生态优秀市动员大会，及时调整

市反假货币联席会议、市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小组成

员。下发《市政府关于严禁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向社会公众违规集资的通知》。１０～１１月，配合开

展政协民主评议银行业金融机构活动，全市政协委

员参评率８９．６２％，对金融机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达９９．２７％。１２月，与市发改委共同制订《关于改

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意见》。组织

开展“诚信兴商”暨外汇政策宣传月活动。举办辖

内金融诚信道德知识竞赛。

金融服务与管理　年内，市金融办与人民银行

如皋市支行加快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快金融机构

引进与金融网点延伸，调优城区网点布局，全市基

本形成银行、保险、证券共同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加快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改善用卡环境，

持续开展“安全用卡、打击犯罪”宣传活动，ＡＴＭ

机、转账ＰＯＳ机乡镇覆盖率达１００％，银行卡交易

量７１．７２亿元，持卡消费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例达３６．４３％。规范辖内银行结算账户

的开立和使用，全年累计核准账户７２４７户。依托

“国库速达工程”平台，全年为财政、税务部门办理

国库集中支付９８．４２亿元，退税２４．７７亿元，实现

拨付资金零在途。改进银行间相互取现业务，取现

量名列南通六县（市）第一。借助贷款卡年审，及时

更新“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贷信息，全年累

计办理贷款卡年审１５４８份、新办５８４份。加大“窗

口指导”和现场调研指导力度，针对个别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过快过猛现象，５次约见董事长

及行长实施诫勉谈话。推进法治央行建设，组织执

法知识考试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３月，成功组织

“市外银行看如皋”活动，邀请在如皋未设分支机构

的市外银行到如皋考察。组织开展“央行形象在细

节，为民服务我先行”百日竞赛及“争当主力军、建

功十二五”系列劳动竞赛活动。４月，如皋市盛威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工、农、中、建等行在如皋

港区增设网点。组织推进如皋农商行向村级延伸

服务网点的“快付通”工程。５月，南通如皋包商村

镇银行正式开业。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别到土

山村庙会、南通嘉信钢材市场、江苏九鼎集团企业、

建筑工地、长途汽车站、农贸市场、如皋高师、城建

嘉园社区、九华闹市区菜市场等公共场所，设立宣

传台和服务咨询点。６月，组织开展工商界、妇联、

学校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走进农村商业银行活

动。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别在文峰大世界、大润

发和安定广场前集中开展反假货币宣传，净化辖区

人民币流通环境。９月，南京银行如皋支行正式开

业。１０月，举办如皋市银行业机构点钞识假争先

赛，获奖团体和个人分别被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先

锋号”、“五一劳动奖章”、职工技术能手称号。１１

月，邀请电视台、电台、如皋日报社等新闻媒体和市

民代表走进银行，视察和参观银行现金业务处理全

过程。组织开展“残损人民币兑换服务月”活动。

１２月，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皋营业部开业。

外汇管理　年内，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积极推

动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全年

实现出口收汇１３．３４亿美元，进口付汇５．６２亿美

元，到账外资１．８６亿美元。发放出口收汇核销单

３３０５３份，收汇核销率９３．８％。完成国际收支申报

２５４２２笔，金额３６．５６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５．０５％、１０２．１％。及时办理年度联合年检、外汇登

记证等工作，累计年检企业３２２家。组织对１６家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使用情况开展检查，立案查处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违规使用行为５起、违反外汇

登记行为１起，累计收缴罚款２６３．０５万元，推动外

向型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按需发放出口收汇核销

单，开展进口付汇现场核查１６家次。１月，为经济

开发区招商人员开展外汇管理知识培训。４月，在

吴窑镇开展外汇政策辅导。８月，召开辖内金融机

构外汇管理工作会议。１０月，召开主功能区外汇

管理座谈会。１２月，组织开展“诚信兴商”暨外汇

政策宣传月活动。

【市金融办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与服务】　

年内，市金融办通过提高监管人员的综合业务素

质，建立金融办、人民银行、财政局、审计局四方联

手现场监管及小额贷款公司之间互查工作机制，定

期组织小额贷款公司专项检查，推进新小额贷款公

司组建和维护小贷公司在银企、银政合作和金融生

态创建中的应有地位等举措，切实加强对小额贷款

公司的监管与服务，支持“三农”经济和中小微企业

的发展。２０１１年，全市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到账注

册资金总额为１．２亿元，累计发放贷款２６１笔，累

·０２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计贷款金额３．７３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３４亿元。

其中，涉农贷款１．３４亿元，占比１００％；３００万元以

下贷款１．３０亿元，占比９７．０１％；３个月以上贷款

１．３２亿元，占比９８．５１％。

【人行如皋市支行多项举措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　年内，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积极推动对小微

企业的金融服务创新，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发

展地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搭建中小微银企项目合

作平台、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和推动中小微企

业金融产品创新等多项举措，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信贷支持力度。至１２月末，全市中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达１７４．９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

８２．６％；中小微企业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３６．７亿

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７１．１％，增幅达２６．５％，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５．７个百分点。

（马　晖　章建国）

统统统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２０个镇（区、园）均设立统

计办公室，配备专职统计助理。全市１８８个村和

１４６个涉农居委会均配备兼职统计员，所有纳入统

计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１６９５

人，其中专职统计人员１６５人。全市在职统计人员

中，具有高级统计职称者８人、中级统计职称者８９

人、初级统计职称者１７９人。市统计局被南通市统

计局表彰为２０１０年度统计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先进

单位，被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１年度服务业工作先进

单位、法治建设先进单位、文化产业发展先进集体，

连续１３年被评为市文明单位。

数据收集　市统计局现有工业、农村（农经、农

综、住户、产量）、国民经济核算、市（县）基本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建筑、房地产、服务业、贸易、劳动工

资、能源、外经、科技、价格、城镇住户、限额以下抽

样调查、企业景气调查、基本单位调查等统计专业

２０个，拥有农村住户调查网点２６０户、城镇住户调

查网点１００户。年内，完成２０１１年度全市统计年

报、定报工作，整理编辑并改版《２０１０年如皋统计

年鉴》，编印２０１１年《如皋统计月报》１１期。完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快速汇总资料发

布、总结表彰等后续工作。先后完成上级布置和有

关部门委托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县

乡党委换届暨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江苏法院、检

察院系统满意度调查，法治财政建设活动社会调查

等多项专题调查任务，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

大量有价值的社会经济信息。

行政执法　年内，市统计局将依法统计贯穿统

计工作的全过程，以宣传咨询、知识问答、宣传标语

等多种形式，宣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１月，制订

《２０１１年全市统计法制工作要点》、《２０１１年如皋市

统计督查和统计监审工作计划》等一系列工作计划

和制度。７～１２月，对规模以上工业、建筑、房地

产、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等行业和专业的３３家单

位开展统计监审，核查相关单位的统计数据质量、

统计台账和相关财务凭证等基础资料，发现存在问

题的１１家，发出整改通知１１份，立案查处６家。

统计服务　年内，市统计局按月向市领导和有

关部门提供主要统计数据，依法及时向社会发布

《２０１０年度如皋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编印出

版２０１１年《如皋统计月报》和《２０１０年如皋统计年

鉴》，增编《统计内参》、《统计快报》、《统计动态》等

资料手册，努力提供高质量的统计信息产品。围绕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跟踪全市月度和季度经济

运行态势，先后撰写统计分析５０篇，其中，１５篇（次）

被《江苏统计》、《南通论坛》等刊物录用，３篇被市领

导作出批示。累计撰写统计信息５９１篇，其中，被南

通市统计局录用２１４篇，被省统计局录用２９篇，被国

家统计局录用１篇，列南通各县（市）第二名。

研究成果　年内，市统计局拓宽统计分析应用

领域，统计学术研讨活动富有成效。５月底，在南

通市统计局、统计学会举办的南通市２０１０年度县

（市）区统计局优秀统计分析报告评选中，吴志强撰

写的《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获二等奖。

（梅广林）

审审审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审计局安排审计项目４９个，

实际完成５５个（含上级机关和市领导交办项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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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移送案件线索２起，协助纪检检察机关查办

案件３起。市审计局在年度审计工作综合考评

中获南通市审计系统先进单位称号，被省审计厅

表彰为全省审计通联工作先进单位，被审计署时

代经济出版社表彰为审计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纪检监察室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先进

集体。

预算执行审计　１～７月，市审计局按照市政

府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

方案，审计全市２０１０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审计过程紧扣预算执行主线，主要审

计市财政局具体组织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及其政策执行情

况、社会保障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民政局等

１０个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如城镇等７个镇

（区）财政决算情况，累计立项审计２６个单位，审计

资金总额达３８．６亿元，约占财政资金总量的

６２％，查出各类违纪违规和管理不规范资金９４９６

万元。

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按照市委办、

市政府办出台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

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结合全市经济责任审

计项目多、任务重的特点，在项目安排上打破传统

做法，分别以经济责任审计科为骨干力量组成学校

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组、以行政事业审计科为骨干力

量组成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组、以

财政金融审计科和内审科为骨干力量组成镇（区、

园）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组，根据不同审计对象，对审

计重点、审计评价、责任区分予以明确和细化，定期

交流情况，总体业务由经济责任审计科扎口汇总。

全年对２７名领导干部实施任中或离任审计，通过

对相关审计数据的比对，分析领导干部任期内所作

重大经济决策所产生的显绩和潜绩，客观评价其经

济决策能力、应承担责任类型和决策效益。审计项

目结束后，严格对照审计法规要求，坚持独立审计

评价，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科学政绩观和廉洁

从政意识。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积极适应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递增态势，切实履行审

计监督职能、从严规范投资行为，努力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加强与建筑规划设计等单位业务交

流，及时掌握建设领域最新动态，注重市场调查，与

诚信度较高建材供货商建立联系，及时摸准市场行

情，为成本核算提供可靠依据，并坚持从项目立项、

招投标、合同签订、工程实施、项目监理、竣工结算

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全方位跟踪监督，从源头

上遏制决策失误，在跟踪审计中及时发出跟踪审计

意见书，提出针对性审计建议。抓住政府和老百姓

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加强国土资金、水利建设、

农村公路和农民集中居住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审计，

围绕建设项目真实性、完整性和专款专用规定，坚

决查处高估冒算行为，严格执行对５００万元以上的

土建项目和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交通、市政项目实施

全面复审。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项目

７１１个，送审额２４．２９亿元，审计核减４．７４亿元，

平均核减率１９．５１％，其中核减１００万元以上项目

达１２５个。

内审稽核　年内，市审计局内审稽核科和内审

协会组织各镇（区、园）、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

５０个内审机构、２００多名内部审计人员，探索新形

势下内审工作新路子。通过现场指导和召开内审

机构负责人例会，强化监督指导。组织全市镇（区、

园）审计办公室开展村（社区）财务收支审计“一条

鞭”项目，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文书格式（方案制订、

工作底稿编制、审计报告撰写和审计档案整理）、统

一检查项目质量、统一项目审计处理标准。建立内

控制度，强化内审质量建设，把内审项目复核作为

内审质量的中心环节，参照审计机关项目复核、审

核的新规定执行。每季度开展一次内审项目质量

检查，年终组织全面综合评比，对内审工作成绩突

出的部门单位和优秀审计项目予以奖励，确保内审

工作质量。认真配合南通市内审协会对上市公司

江苏九鼎集团开展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调查，对上市

公司内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建设、工作重

点、操作规范以及审计成果运用进行调研，掌握当

前企业内审机构运作的第一手资料。组织开展内

部审计理论研究，累计向南通市审计协会提交论文

５篇，其中，获省内审协会三等奖１篇，获南通市内

审协会三等奖和鼓励奖各１篇。

【精心组织南通市港闸区政府性债务审计】　３～６

月，市审计局根据南通市审计局统一安排，成立８

人组成的审计组，到南通市港闸区实施政府性负债

审计项目。审计中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有序

·２２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推进，落实责任，提高效率。对审计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及时组织学习审计署《工作方案》、省审计厅

《实施方案》和上级审计部门编发的动态《问题解

答》，认真讨论加以解决，保证审计质量。

【全程落实审计整改】　年内，市审计局针对以前审

计整改方式时间过于集中、时效性不强，部分可以

提前整改事项也要等到“同级审”结束后实施的传

统做法，尝试将审计整改前移，实行审前整改（在实

施审计前要求被审计单位自查自纠，主动纠正存在

的问题）、审中整改（要求被审计单位在审计过程

中，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整改）、审后整改全

程整改，取得显著效果。

【开展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跟踪审计】　年内，市审

计局按照审计署《做好２０１１年度全国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跟踪审计工作》的通知要求，跟踪审计全

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５３个，单体建筑１１６

栋，建筑面积 ３９４４４２．３３ 平 方 米，总 投 资 额

７９３８７．１９万元。

【审计促进人防基金收缴】　年内，市审计局在对全

市人防资金审计调查中，发现一些房产开发商钻政

策空子，故意拖欠人防基金。审计过程中，核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全市人防费减缓免情况，发现缓缴

到期未能收回的人防费总计达６１５．５５万元。会同

市人防办及时发出追缴通知书，并责成市人防办及

时予以追缴，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离任审计发现经济案件线索】　年内，市审计局在

对某完中校长离任审计中发现，该校财务管理混

乱，频繁违规操作；私设“账外账”，且收支数额巨

大，并审计前销毁收支原始凭证；工程招标草率，不

按合同约定提前支付工程款。上述问题移送市纪

委后，该校原校长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吴从军）

招招招标标标投投投标标标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累计实施

招投标项目６４６个，标的总额４９．２２亿元，节资总

额１．９２亿元。其中国有投资项目４９６个，投资总

额１９．８２亿元，通过招投标为国家和集体节约资金

１．２６亿元。

２０１１年全市招标投标项目情况统计

　表５１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节资额

（万元）

房屋建筑 ５５ １２３０００．４５５５ ／

市政设施 １７２ ７００６０．５３４６６ ／

装饰装修 ２３ １５８１３．７７ ／

绿化工程 １３ ３５０９．３１ ／

监理项目 １２ ８１０．１６７ ／

设计项目 １５ ６６５．６９ ／

政府采购 ９ １３０５．０５ ／

其他类型 ５６ ５１３７６．７９６４ ／

直接发包 ２９１ ２２５２１９．１４２ ／

合　　计 ６４６ ４９２１８４．２０ １９１５４．９０

２０１１年全市国有投资项目情况统计

　表５２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节资额

（万元）

房屋建筑 ４６ ６３５３７．３７５５ ／

市政设施 １６３ ４０７８５．００１６６ ／

装饰装修 ２３ １５８１３．７７ ／

绿化工程 １２ ２２６９．８５ ／

监理项目 １１ ６２１．４１７ ／

设计项目 １５ ６６５．６９ ／

政府采购 ９ １３０５．０５ ／

其他类型 ４８ ４９９０２．８１８４ ／

直接发包 １６９ ２３２７９．９２９３３ ／

合计 ４９６ １９８１８０．９０ １２５９４．８３

　　标前管理　年内，市招投标办根据全市招投标

工作会议关于所有达到招标规模和标准的政府性

资金项目都必须进入招投标程序要求，借助全国开

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东风，多措并

举，加大对政府投资工程招投标管理力度，有效化

解少数单位因时间紧、资金缺、前置条件不充分等

原因不能和不愿进场招标矛盾，实现年初确定的公

开招标率１００％目标。配合市纪委对全市重点项

目调查摸底、实行新建项目预先报告制度、在建项

·３２３·综合经济管理



目跟踪管理，掌握全市政府投资项目基础情况，通

过《标后监管工作简报》、《招投标动态》等形式，向

镇区及部门主要领导反馈招投标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与市纪委联合考核等措施，把招投标工作列入

各镇区、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内容，确保应该进

场招投标项目全部进场招标。５月６日，召开全市

招投标管理工作大会，全市２０个镇区及市级机关

有关部门、相关企业和评委参加。

　　标后管理　年内，市招投标办针对政府投资工

程容易出现“一招就了”、“重招轻管”现象，在市纪

委、监察局支持下，成立标后监管领导小组，监察、

住建、建工、财政、审计、交通、水务、招投标等部门

为成员单位，采取每月一次例会、半年一次检查方

式，整合各部门监管资源和优势，合围各种违法违

规行为。先后制订出台《如皋市政府性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标后监管暂行办法》、《如皋市政府性投资工

程建设项目标后监管工作职责分解》，从体制和制

度上明确标后监管主体、监管内容及方式。坚持每

月一次日常巡查，累计检查在建项目８２个，下发

《整改通知书》７份，发出《标后监管反馈函》６份，移

交案件信息１起。组织开展个案督查５起，与市住

建、建工等部门开展联合诫勉谈话１次，参与全市

联合执法专项检查１次，检查在建项目１４２项。全

年先后调查处理违法案件１４起，其中１起被予以

行政处罚，１３起被记入不良行为，有效遏制围标串

标行为发生，震慑利用假证、假业绩等虚假资料参

与招投标的违法违规行为，净化招标投标环境。制

订推行“黄名单制度”，对违法嫌疑对象重点监管。

修订和完善《如皋市招标投标不良行为记录及处理

办法》，规范“黑名单库”运行，对轻微违规违法现象

加强行政处罚力度。

　　诚信建设　年内，市招投标办针对因社会诚信

理念缺失给规范招投标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开展以

“阳光招投标，诚信我先行”为主题的诚信体系建

设，通过座谈会、研讨会、案例分析会等形式，深入

调查招投标市场诚信状况，找准不诚信行为表现，

对招标人、投标人、中介、监理等招投标各方主体存

在的不诚信行为“曝光”亮相。广泛征集图片、漫

画、格言警句，制作标前宣传教育短片、诚信宣传展

板及诚信歌曲，让每次进场参与招投标的各方主体

都能受到诚信教育。１０月１８日，召开全市招投标

诚信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５６家单位向市领导递

交诚信承诺书。

（孙　慧）

２０１１年全市招标投标情况一览
　表５３

单位名称
公开招标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直接发包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招商工程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政

府

投

资

工

程

项

目

如城镇 ２７ ５９７８．１２２ ３ ７０５１．４７ ６ １６６５１．４７

白蒲镇 １２ １３８０．９３ ２ ７１．１１ ０ ０

搬经镇 １１ ５７６．３８７ ５ ８８２．７１ ０ ０

吴窑镇 １ １５１４．７８ ０ ０ １ ９５３

郭园镇 ９ ６９０．１３ ３ ４３６．６３ ２ ３６１５

丁堰镇 １１ ３３５６．８１ ５ ６９９．９１ ０ ０

下原镇 ５ １５３６．７１ ３ ２５２．５１ ０ ０

石庄镇 ５ ５９１．１２ ３ １５３．６５ ０ ０

高明镇 ５ ５９０．７９２ １３ ２９２．５９ ０ ０

雪岸镇 ２ ２１３．３３５ ８ ６６４．９９４９２ ０ ０

磨头镇 １ ８４．８１ ６ ３６６．２５ ０ ０

常青镇 ４ ２２３．３２ ４ １２２２．０３ ０ ０

林梓镇 ４ ２１１．７８ １３ ４１２．５３ ０ ０

九华镇 ２ １２０６．６４ １０ ３５５．３６ ４ ２１６３．１４

江安镇 ７ ３６５５．７８ １２ ２４０７．０５４８ ０ ０

袁桥镇 ２ １５０．３５ ７ ４６４．６３２ ０ ０

东陈镇 １ １２４．０３ １１ ３８３．９６ １ ２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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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３－１

单位名称
公开招标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直接发包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招商工程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政

府

投

资

工

程

项

目

如皋软件园

（桃园镇） ７ １２４３．７１ ５ ２３５．４２ ０ ０

长江镇

（如皋港区） ５ ２１０７．４７ ３ ７１３．８ ６ ８９３０．５

如皋经济开发区

（柴湾镇） ２６ ３４６７．１４ １０ ８３９．０４８８ ０ ０

教育局 １５ １４７５５．５５ １５ １１８５．１１ ０ ０

住建局 ３０ ４１４７４．３ １１ ２４５１．６５ ０ ０

水务局 ０ ０ ０ ０ １ ８

交通运输局 ７ ７８２．５ ０ ０ １８ ７８２７．７１

政府采购 ７ ７４９．７３４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８２ ４７７９３．１３ ２５ ６１１２．３６ ０ ０

民营投资项目 　３３　　 １０１８６９．９４　 １０９　 １８５２３１．２５　 ０ ０

合计 　３２１　　 ２３６３２９．３　　 ２８６　 ２１２８８６．０３０５ ３９ ４２９６８．８２

总计 项目数：６４６个　　　　　　投资额：４９２１８４．２万元

　　说明：１．本报表编制以中标公示内容为依据；２．学校工程，初中以下按所属镇统计，完中以上按教育局统计。

行行行政政政服服服务务务审审审批批批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行政服务中心累计受理各类

许可及便民服务事项１７３４５４件。其中，即办件

１３８７６３件，约占办件总数８０％；承诺件３４６９１件，

约占办件总数２０％，承诺件到期办结率１００％。累

计收取各类规费４．７３亿元。“一卡通”窗口办理

５０万元以上经济建设、基本建设类内外资项目７４８

个，主持协调市领导交办及服务对象请求协调事项

９６件，召集各类评审会、协调会６９次，接待上级领

导及外地“中心”参观考察２３多批次，受到省、市、

县三级新闻媒体表扬９０多次，收到服务对象锦旗

１６面、各类表扬信３９０多封。累计收到服务对象

纸质评议表１万多份，窗口办件电子评议接受服务

对象评议２万多次，综合评议满意率９９．５％。

便民服务　８月初，市行政服务中心根据市

委、市政府要求，在充分调查摸排基础上，通过流程

再造、时限压缩、资源共享等途径，再次压缩各窗口

审批类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及企业使用政府补助、

转贷、贴息投资建设项目）、核准类项目（列入《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的项目，分一般项目、外商投

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三个条目）、备案类项目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

目）三大类行政审批事项承诺时限，形成《行政服务

中心窗口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压缩办结时限汇总

表》，承诺办结时限累计压缩率约７３％，部分承诺

件压缩为即办件。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

优化行政审批服务的意见》，从增强服务意识、加大

服务重大项目倾斜力度、巩固“一卡通、两集中、三

到位”审改成果、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流程、推进和完

善网上审批、强化行政审批服务管理考核六个方面

对优化全市行政审批服务提出指导性意见。９月，

根据全市机关作风与效能建设大会上提出的要求，

结合“一纸明”服务新需求，重新制作印刷包含新承

诺时限和收费标准的“业务告知单”，摆放在各窗口

免费供服务对象取阅，营造明白消费、透明消费氛

围，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考核管理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依据市委、

市政府赋予的管理权限，实施窗口常态运行管理，

业务办件和考核考评同时进行，业务办件基本做到

一门受理、协调运作、限时办结，管理考评坚持刚柔

相济、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并重、为窗口规范运行

领航、导航。加大对“分中心”和综合窗口管理考评

力度，根据市委、市政府对市级机关部门目标责任

制绩效考核奖惩意见中明确对市级机关各部门个

性工作考核的要求，制订出台相配套的“分中心”及

综合窗口管理考核文件，进一步量化、细化和强化

·５２３·综合经济管理



对“分中心”及综合窗口各部门的考核，每季度按照

考核条款，通过开展明察实访、举办观摩交流座谈

会及运行形势分析会等形式，检查考评“分中心”１７

家，每半年通过座谈交流、资料查阅等形式组织一

次对综合窗口各部门的检查考评，并将考评结果分

档排名后通过《行政服务交流》对外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强化对镇（区、园）项目代理员业务管理，每

季度召开一次例会，约请相关窗口负责人在业务上

对各镇（区、园）项目代理员进行培训指导，及时发

布项目审批信息，为项目代理员做好代理工作搭建

好服务平台，并加强对项目代理员管理考评，通过

回访企业、服务对象评议等方法，年终对项目代理

员免费提供全程代理、代办服务等情况进行测评，

不断规范项目代理员的服务行为，改善镇区投资

环境。

作风建设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继续开展

“十佳”服务窗口、“十佳”窗口负责人、“十佳”服务

标兵、窗口服务先进集体、窗口服务先进个人、服务

对象满意窗口、服务对象满意工作人员、窗口服务

创新奖（集体和个人）、窗口团结协作奖、窗口管理

示范奖、窗口服务最佳效率奖、窗口最佳配合默契

奖、窗口服务委屈奖和最佳服务“分中心”、“分中

心”管理示范奖、“分中心”窗口服务最佳效率奖、

“分中心”窗口服务创新奖（集体和个人）、优秀“分

中心”主任、“分中心”管理先进个人、“分中心”窗口

服务标兵、“分中心”窗口服务先进个人、综合窗口

优质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及优秀项目代理员等评

比活动，并按季度和月度分别组织相关评比活动，

营造浓烈的“创先争优”氛围。１月，召开总结表彰

大会，总结点评２０１０年度窗口工作，表彰奖励先进

集体和个人。３月，出台《关于开展“建功十二五、

窗口怎么办”大讨论和征文、演讲比赛的通知》，召

开“分中心”主任会议、综合窗口分管领导会议和项

目代理员会议，举行“建功十二五、巾帼怎么办”庆

“三八”妇女座谈会。４月，开展“我对‘行政服务中

心’说句话”百字征文竞赛活动，举办“地税杯”“建

功十二五、窗口怎么办”征文和演讲比赛。接待中

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组视察检查。

６月，组织学习讨论《腾江越海立潮头》和电视政论

片《彩练当空》活动，举办撰写“一书一片”学习心得

体会征文活动。开展慰问建国前老党员以及重温

入党誓词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系列活

动，表彰２０１０年度优秀共产党员。７月，召开２０１１

年度上半年窗口工作点评会和“坚持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理念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主题民主生

活会。举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大党课。举办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七一”讲话心得体会征

文竞赛。８月，出台《进一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的实施意见》。９月，举办“算好廉政账”大党

课暨三季度窗口工作点评会，开展“算好本色账”心

得体会征文活动。出台《“三理工作法”实施意见》。

１０月，召开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座

谈会。开展“感受新如皋、推动新跨越、服务再提

升”主题活动。１１月，组织开展爱心捐赠、见义勇

为基金募捐及为特殊教育学校和挂钩村老党员老

干部捐款活动。

【行政服务中心争先创优活动得到中央和省委肯

定】　４月２０日，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专题调研“创先争优”活动开

展情况，在调研报告中多处对如皋市行政服务中心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一些做法予以肯定。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

源潮在调研报告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可抓紧制

订在全国窗口单位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

的意见，推动各系统窗口单位改进服务作风、提高

办事水平。”

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社、新华日报社、江苏省

委创先争优办公室联合调研组到如皋，调研全市贯

彻落实全国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

优视频会议情况，检查市行政服务中心服务情况，

肯定市行政服务中心服务“创先争优”举措和成效。

１２月１日，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到

如皋调研指导工作，在视察检查市行政服务中心运

行情况后，对市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创造争优活动取

得的较好社会效果表示满意。

（袁昌明）

住住住房房房公公公积积积金金金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皋管理部

现有干部职工１０人。２０１１年，如皋住房公积金事

业实现“四突破”（年归集额突破４亿元，归集总额

·６２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突破２０亿元，归集余额突破１０亿元，贷款余额突

破１０亿元），年终综合考核名列南通六县（市、区）

第一。全年提供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３９６．７万元，

累计达１９６５．７１万元，促进如皋住房保障事业和房

市健康发展。

住房公积金归集　年内，全市新增开户单位

１６８个，新增１３３４２人，净增９５９５人，完成年度目

标４２００人的２２８．４５％，位居南通六县市管理部第

一。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４．２３亿元，实现当年归

集超４亿元的加压指标，取得历史性突破，同比增

长２４．６２％，归集余额１１．３８亿元。为１４７２个单

位７２６９５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覆盖

率位居南通六县（市、区）管理部第一。４月２７日，

归集余额在南通六县（市、区）管理部中率先突破

１０亿元大关；累计归集２０．５２亿元，突破２０亿元

大关，位居南通六县（市、区）之首。

住房公积金贷款　年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围绕促进全市住房消费和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

发展，加大贷款政策宣传力度，创新服务举措，支持

政府人才引进工作，保持贷款“零逾期”。全年向

１１７１户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２．７０亿元，累计发放

贷款１７．６５亿元，支持１０８６９户通过住房公积金贷

款圆上住房梦，贷款余额由年初９．６０亿元上升到

年末１０．９３亿元。６月２１日，在南通六县（市、区）

管理部中贷款余额率先突破１０亿大关，贷款发放

额、贷款余额以及贷款总户数均居南通六县（市、

区）管理部第一。

便民服务　年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断

推进住房公积金管理部与办事群众之间的“零距

离”服务满意工程，继续实行预约服务、上门服务、

延时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做好拓展延伸服务工

作，尤其是夏季高温期间继续推行下午２：００准时

上班，便于离城较远群众在管理部与银行之间打好

时间差，提高办事效率。全年服务缴存者９．８６万

人次，其中，为职工提取公积金服务１０８８１人次，为

新开户单位及职工开户服务１３５０２人次，为职工发

放贷款１１７１笔，单位和个人变更资料等各项服达

１８３４１人次，基数调整５４６８６人次。

住房公积金管理　年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严格按照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确

保各项规章制度、业务政策、服务规范和业务操作

有效运作。严格执行《精细化管理手册》、《南通市

住房公积金提取实施细则》、《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

实施细则》、《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所明确的

业务办理的规范和标准，实现住房公积金依法管

理、规范管理、精细化管理。根据 《关于规范住

房公积金提取信息录入的通知》，按中心统一规定

标准录入信息，实现提取档案工作科学化、标准

化、规范化。１１月２５日，顺利通过北京大陆航

星质量认证中心、国家质量体系审核小组专家考

核验收。

住房公积金宣传　２月２３日、２月２５日、３月

２日、３月４日下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在

中行如皋支行、建行如皋支行、农行如皋支行、工行

如皋支行四家公积金承办银行召开推进住房公积

金扩面工作座谈会，宣传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

作。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２日，９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１

日，如皋市春、秋两次房展会期间，宣传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５月１日～３１日，与公积金承办银行、

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动开展住房公积金宣传月活动，

利用住房公积金网站、电子显示屏、悬挂宣传条幅

等各种方式，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５月１７日，参

加《政风行风热线》户外直播活动。８月３０日，走

进《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互动交流，

现场接听、答复听众咨询与投诉。

（朱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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