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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１年，如皋市科技工作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工程，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如皋市通过科技部科技进步考核，获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县（市）称号。

创新型城市建设　年内，市科技局研究制订

《江苏省创新型城市如皋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全面

加快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乡镇、创新型园区建设进

程，隆昌化工、万达轴承、恒康家居等１５家企业被省

科技厅认定为创新型企业，全市创新型企业达２７

家，新认定数居南通第一。白蒲镇创新型乡镇申报

材料已报省科技厅；石庄镇、长江镇、柴湾镇、如城

镇及丁堰镇相继启动创新型乡镇申报工作。如皋液

压装备及配件产业园、如皋软件园被评为省级科技

产业园。分别以九鼎新材和江苏联众肠衣为理事长

单位的江苏省玻纤复合新材料产业联盟和畜禽副

产物深加工产业联盟获得批准成立，如皋市成为南

通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最多的县（市）。

高新产业发展　年内，按照“壮大一批、引进一

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孵化一批”指导方针，加大

高新产业培育和引进力度。全市实现高新产业产

值４２４．９４亿元，占规模工业产值的３７．２８％，同比

增长４．３１％，全市高新产业发展呈现出“总量稳步

增长，质态不断提升，结构日趋优化”态势。电子及

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控制设备制造业、新

材料产业占据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８５％以上。主

导产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初步

形成参与更大市场竞争能力。

科技项目申报　年内，全市申报各类科技计划

项目７０１项，立项３４８项，立项数南通第一。所立

项目中，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４项（力星钢球、华峰

化工、南通锻压、思源赫兹）、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项目２项（天南电力、墨合量子）、省企业院士工

作站２家（南通锻压、隆昌化工）、省知识产权战略

推进计划项目１项（力星钢球）、省科技支撑项目

１０项、省高新技术产品１１８项。获各级扶持资金

１９２８．８万元，其中，九鼎新材与俄罗斯合作的项目

获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扶持２００万元，力星钢球与

法国合作的项目获科技部扶持资金２７５万元，软件

园信息科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获省级科技公共服

务平台项目扶持３００万元，熔盛重工“深水铺管作

业线标准研究”获省重要技术标准扶持１００万元。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全年新增省级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１家、省院士工作站２家、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３家，新增国家级科技孵化器１家。年

内，全市正式投入运行的孵化器６家，累计完成孵

化器建设面积３５．２万平方米，在孵企业３０７家，引

进本科以上科技人员１３７８人，其中硕士和博士５６

人、海外归国留学人员９名。软件园孵化器入驻企

业１２６家，总面积１４万平方米，获省级科技公共服

务平台立项，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启动东

南大学—如皋机电研究院、７０２所绿色船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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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南京工业大学新材料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东南

大学、浙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苏州大学和南通大

学等高校在如皋设立技术成果转移中心。至年底，

全市有企业研究院２家、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３

家、省院士工作站５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１

家、南通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９４家，科技平台总

数居南通第一。

科技金融对接　年内，研究制订《关于加快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全市１０家银行为

６５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７．２亿元，其中超１０００

万元１４家。建立１亿元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

资金和３００万元科技创新种子资金，１１家科技企

业累计获风险补偿资金贷款３０００万元。科技金融

工作促进全市科技投入稳步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科技投入平均达１％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平均达

４％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达１．９４％。

知识产权保护　全年申请专利６６１２件，同比

增长１３．１％。其中，发明专利１９６４件，同比增长

９７．６％；专利授权２５８６件，同比下降２６．６％。双

钱轮胎等６家企业被认定为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标准化示范创建单位，超达科技“成型冲切模具的

零间隙刀口制作方法”专利被评为省百件优质发明

专利，力星钢球获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立

项，全年申报南通市知识产权战略示范企业２０家。

年内，全市获省科技进步奖４项、南通市科技进步

奖１６项，熔盛重工的冰区加强船、昌癉机械的精密

印刷机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神马和大生获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如皋市顺利通过省知识产权战略示

范市验收。

【第十四届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才）洽谈会】　

５月２８日，市政府举办第十四届如皋经济技术（科

技·人才）洽谈会，６１家省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

所４６１位专家教授，２３家金融机构４７名代表以及

２５个国家的３６名外国留学人才参会，其中到会的

院士、首席专家和高校校长２２人。洽谈会期间，全

市有１３３家企业与５７家高校院所、１６家金融风投

机构达成合作意向４０６个，集中签约项目７４个。

其中，第一批科技镇长团邀请１０２位专家教授参

会，达成合作项目３１项；第二批科技镇长团先后组

织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１０余所高校、科研院

所与如皋企业双向对接，开展产学研合作１７次，帮

助企业申报市级项目７０余项，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

题５０余个，南京邮电大学在如皋软件园、大昌电子

公司均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和实习基地。

【如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总数位居南通第一】　１１

月，以九鼎新材为理事长单位的江苏省玻纤复合新

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和以江苏联众肠衣

为理事长单位的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获批成立。至此，如皋累计获批成立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４个，成为南通地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总数最多的县（市）。

（蔡建兰）

２０１１年全市国家、省科技计划立项项目情况一览
　表５４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１ 砂轮增强专用（ＨＳＣ）玻璃纤维池窑拉丝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如城

２ 载重汽车底盘整体支架支承座 江苏汤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江安

３ 组合式负产蒸汽氯化氢石墨合成炉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九华

４ 汽车内饰件热压成型冲切模具 南通超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桃园

５ 贲亭酸甲酯 南天天泽化工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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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４－１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６
优质天然肠衣及其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化
开发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丁堰

７ 精品肠衣深加工技术集成产业化开发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开发区

８
利用生活污泥产业化开发花木基质技术
的应用

如皋市天寿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

９
木本年宵盆花新品种及其精准栽培技术
集成创新与示范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

１０
原味无公害特色肉制品纯手工技术开发
与产业化应用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江安

１１
优质生猪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产业化
示范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丁堰

１２
天然肠衣生物保鲜技术研究及生物保鲜
剂的开发应用

如皋市太阳肠衣食品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开发区

１３ 虫子甲鱼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如皋牧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下原

１４ 高档轿车三代轮毂轴承单元专用钢球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如城

１５ ＪＤＦＤ－１１０Ｗ２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开发区

１６
ＹＱＫ２７－１５００大型高性能框架精密成
形液压机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开发区

１７ ５－苯基四氮唑 南通市华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石庄

１８
江苏省如皋软件园信息公共技术服务
中心

如皋软件园
江苏省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

软件园

１９
江苏省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江苏省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开发区

２０
江苏省新型玻纤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如城

２１
高节能型稀土永磁全自动取向净成型
设备

南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工业）项目

白蒲

２２ 纳米镍催化加氢制备邻苯二胺 江苏康恒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工业）项目

长江

２３
深水铺管作业线系统设备安装技术标准
研究

江苏熔盛造船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工业）项目 长江

２４
交流电压高于１０００Ｖ变电站用电站支
柱复合绝缘子定义、试验方法及接受准
则》重要技术标准（二等奖）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工业）项目

如城

２５
７．５５万吨冰区加强型巴拿马散货船
研制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长江

２６
ＣＳ１０２－４智能化高精度多色平版胶印
机研究与开发（三等奖）

江苏昌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如城

２７ 特高压复合绝缘子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如城

２８
高效精密楔横轧成形电力金具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

如皋市大生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如城

２９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院士
工作站）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企业院士工
作站

开发区

３０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企业院士工作
站）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企业院士工
作站

长江

３１
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雷托马胺）快速
成检测试纸

南通戴尔诺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资金项目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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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名录
　表５５

序号 证书编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镇（区）

１ ＧＲ２０１１３２０００５７０ 如皋康比电子有限公司 如城

２ ＧＲ２０１０３２０００２７１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白蒲

３ ＧＲ２０１１３２０００３５９ 江苏元升太阳能有限公司 如城

４ ＧＲ２０１１３２０００４５０ 南通中铁华宇电气有限公司 如城

５ ＧＲ２０１１３２００１２２０ 南通北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安

２０１１年全市认定省创新型企业名录
　表５６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镇（区）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镇（区）

１ 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丁堰 ９ 南通力威机械有限公司 如城

２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 长江 １０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如城

３ 江苏顺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１１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江安

４ 江苏汤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江安 １２ 如皋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５ 江苏天南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如城 １３ 如皋市非标轴承有限公司 搬经

６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如城 １４ 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东陈

７ 江苏英田集团 如城 １５ 如皋透平叶片制造有限公司 搬经

８ 南通皋液液压机有限公司 白蒲

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录
　表５７

序号 名　　　　称 承担单位 所在镇（区）

１ 江苏省（双马）生物质油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东陈

２ 江苏省（玉兔）肉品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江安

３ 江苏省废弃氯化物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 长江

农农农业业业科科科技技技进进进步步步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农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工作

以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提升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为总任务，紧紧围绕年初工作目标，培育各级

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全面推进产学研合作。全面启

动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南通玉兔集团有限

公司被认定为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南通城中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如

皋市玉圣禽业有限公司、南通白蒲黄酒有限公司４

家企业被认定为南通市农业科技型企业。全市４０

多家农业骨干企业都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

作关系。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年内，申报南通市级以上

农业及社会发展科技计划６５项，获立项３７项，争

取上级项目资金拨款１７５万元，其中获批国家星火

计划立项８项、江苏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得

批准１家、省级支撑计划立项６项〔其中，省级支撑

（农业）３家、省级支撑（社会事业）３家，争取资金

１７５万元〕、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立项１家、社会

事业科技创新与示范计划（指导计划）１４家、生物

技术和新医药计划指导计划立项３家、南通市农业

科技型企业４家。

农业项目管理　年内，市科技局全面、定期督

查所有在研农业项目实施情况，强化过程管理，建

·３４３·科学技术



立项目实施进度台账，保证项目良好运行。在调研

期间，深入每一家有科技创新意识的企业作科技政

策宣传与讲解，引导、激发企业创新意识，挖掘企业

创新项目源，全年进入农业项目库企业３０多家，为

下一年度项目申报打下基础。

【花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有效推动技术创新】

　省花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由如皋花木大世界牵头成立，汇聚省内１２家著名

花木企业及１０所科研院所。２０１１年，联盟成员在

原有基础上，又新增常州新春园艺、苏州盈年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农业科学院等８家企业和科

研院所。

年内，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经过资产重

组，投资１０亿元，凝聚联盟力量，加强与科研院所

合作，重点打造以花木大世界为中心的百亿如皋花

木产业集聚区，建成全国一流的现代花木交易平

台。全年通过联盟申报省级以上重点项目５项，其

中，国家“十二五”农村科技计划首批入库项目１

项、国家农转资金项目１项、国家重点星火计划１

项、省级支撑计划２项。

【省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

立】　１０月，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联合全省相

关１５家知名企业及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家畜废弃

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江苏联众肠

衣有限公司为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联盟主要开展

天然肠衣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肠衣黏膜精制高纯度肝素钠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畜禽血资源的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

发，家畜组织中功能因子的高效提取关键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开发，研究和制订家畜废弃物产品质

量标准、建立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全程质量控制

（ＴＱＭ）体系，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规

划研究等，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５

～１０项。通过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生产标准化关

键技术的引进、自主创新和集成，实现家畜废弃

物生产专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提升全省家畜

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综合利用水平和农产品综合

利用转化率。在五年内，推出新产品１０～１５个，

培育知名品牌５～８个，申请发明专利１０项以上，

带动全省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产值增加１０亿

～２０亿元。通过上述措施，建立适合全省家畜废

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家畜废弃

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升级与国际市场开发，全面

增强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宗志永）

２０１１年国家、省级农业科技项目立项情况一览
　表５８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镇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国家星火

计划

优质天然肠衣及其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化开发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丁堰

精品肠衣深加工技术集成产业化开发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开发区

利用生活污泥产业化开发花木基质技术的应用 如皋市天寿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如城

木本年宵盆花新品种及其精准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与
示范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如城

原味无公害特色肉制品纯手工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应用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江安

优质生猪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搬经

天然肠衣生物保鲜技术研究及生物保鲜剂的开发
应用

如皋市太阳肠衣食品有限公司 开发区

虫子甲鱼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如皋牧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下原

９
江苏省产业
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江苏省家畜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如皋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４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续表５８－１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镇区

１０

１１

１２

省级支撑
计划（农业）

基于物联网的蝴蝶兰生长参数监测系统和智能控制
技术研究

如皋市保来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如城

天然肠衣生物保鲜技术研究及生物保鲜剂的开发
应用

如皋市太阳肠衣食品有限公司 开发区

彩叶苗木红叶李新品种选育与快繁技术研究 南通城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如城

１３

１４

１５

省级支撑
计划

（社会事业）

物联网－智能化关键技术在花园社区的应用与推广 如皋市如城镇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如城

生物（蚯蚓）消解生活污泥生产花木基质关键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如皋市天寿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如城

联合酶法高效转化淀粉制备环糊精关键技术的研究 南通康威尔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１６
省农业科
技型企业 　　　　　／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江安

科科科技技技普普普及及及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１年，举办科普讲座３１６次。举办科

普展览８次，参观人数１．１５万人次。组织工作人

员３２５人次开展科普咨询活动３８次。举办实用技

术培训班６５期，培训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群众

６．２万人次。

年内，市科协与市电视台继续开辟“科普大篷

车”栏目，于每周二晚上黄金时段播放由市科协提

供、中国科协制作的科普知识ＤＶＤ碟片１５分钟。

５月，牵头举办以“携手建设创新型城市”为主题的

如皋市第十届科技活动周暨第２３届科普宣传周活

动，市科协及相关部门印发各种科普资料５．８万多

份，举办科普讲座１５３次、学术报告会５场、经济技

术洽谈会１次，设科普宣传橱窗１１５处，组织送科

技下乡３次、科普进校园１次，摆设科技、卫生、气

象、普法、农林、防震、环保、计划生育等咨询台１１

个，全市参加各类科普宣传活动或收看、收听科普

宣传节目１０８万人次，宣传面达７６％。５月１６日，

在大润发广场举行市第十届科技活动周、第２３届

科普宣传周开幕式暨“科协杯”防震减灾有奖知识

竞赛现场抽奖仪式。５月１８日，市科协、市环保

局、文慈医院在桃园新华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

动，相关专家为师生们作眼睛保健、低碳生活等方

面科普专题讲座。５月１９日，市科协与市农业资

源开发局在吴窑镇平田村联合举办科普周高效农

业专题讲座，江苏省沿江地区农科所研究员、耕作

栽培室主任刘健与副研究员、经济作物研究室副主

任刘水东分别为农民群众作《设施农业的发展和区

域高效典型》、《茄果类蔬菜大棚设施栽培技术》专

题报告。５月２０日，市水务局在大润发广场举行

“节水常识”大型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近３０００

份，接受群众咨询２００多人次，同时开展节水知识

有奖问答活动，参与有奖问答市民２００多人。科普

周期间，市科协与市农委联合开展农村科技素质培

训，通过组建讲师团、开出菜单、进村培训，深入到

全市２０个镇２７２个村（社区），开展面对面实用技

术培训２５７场，培训农民５４１３２人；市司法局在大

润发广场、安定广场设点，展出展版８块，发放法律

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解答群众法律咨询４３８人次，

重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与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常青镇科协在镇

区广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咨询活动，开设卫生、农

技、农机、计生等５个咨询台，向群众赠送防震减灾

宣传画册、卫生知识、农业科普等各种宣传资料２

万余份，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雪岸镇科协邀请市

疾控中心医务人员到雪岸镇中心小学开展血吸虫

病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讲座；丁堰、白蒲、雪岸、如

城、吴窑、常青等镇组织科普讲座、科技咨询和送科

技到村等活动。９月，举办以“倡导生态文明，共建

生态如皋”为主题的科普日活动，广泛开展科普知

识竞赛、送科技下乡、送科技进校园、科普进社区等

·５４３·科学技术



系列科普活动，各镇科协也分别组织形式多样的科

普宣传活动。市科协、市教育局、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在吴窑中心小学联合举办“科普日”食品安

全科普知识讲座，参听师生５００多人。市科协、市

医学会邀请市中医院儿科主任杨华到戴庄小学举

办健康知识报告会，参听师生２００多人。市科协、

市蚕桑协会、市医学会联合组织送科技到雪岸镇万

富村，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蒋艺兰为村民传授饮食

与健康科普知识，市蚕桑站高级农艺师佘柳涛传授

养蚕防低温、防僵病、防病毒病、防农药中毒的“四

防”技术。市科协组织科普进如城花园社区活动，

为居民讲授食品安全知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

识。市电视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派员现场采访科普

日重点活动，《如皋动态》开设“科普之窗”专栏，每

周一期，每期宣传１～２则科普知识。

【如皋市被命名为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　５月

３０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

幕式举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

命名授牌仪式，如皋市获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全国科

普示范县（市、区）命名和授牌。

（蔡友兰）

防防防　　　震震震　　　减减减　　　灾灾灾

【概况】　全市设有强震动观测台１个、地震微观测

报点１个、地震宏观观测点１３个。全市从事防震

减灾检测和管理的工作人员３８人，其中专职人员

４人、业余测报管理人员３４人。２０１１年，市地震局

获省防震减灾工作县级组优秀奖、南通市防震减灾

工作综合评比第二名，市强震台获省强震动观测管

理优秀奖。

法制宣传　年内，市地震局深入宣传《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

坚持做到持证上岗。加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

运行，加大执法力度，规范业主单位抗震设防行为。

３月９日，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２０１１年防震减灾

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各防震减

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会上递交《２０１１年防震减

灾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５月，参与全市“普法邮

路通万家”工程，开展“六五”普法活动，推出《防震

减灾法》宣传邮品，通过邮路送法进百村、千企、万

户。９月１５～１７日，举行全市第三期科技（地震）

干部培训班，对各镇（区）分管领导、防震减灾助理

员、各宏观测报点工作人员开展法制培训。

监测预报　年内，加强监测设施和环境的保

护，确保台站运行良好。聘专人负责设备与环境管

理，４月和８月两次邀请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测试市

强震台防雷设施，保证设备可靠性与数据连续性和

真实性。市地震前兆微观监测点和１３个地震前兆

宏观监测点监测资料收集、传递、分析与上报率均

达１００％。１月１２日的南黄海海域里氏５．０级地

震以及１０月８日如皋市里氏３．０级地震，市强震

台均捕捉到清晰的监测数据。１０月８日１９时２５

分，如皋市发生里氏３．０级地震，震源深度１２公

里，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灾害预防　年内，严把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审核

审批关，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依法对全市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抗震设防按要求行使审批权限，对需要进

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重点、重要工程，严格按照法

律程序先“安评”再审批。全年办结抗震设防审批

项目６８项，其中对如皋港港口连接线长青沙二桥

工程按规定实施地震安全性评价。新建的市中医

院门诊楼、病房楼以及市开发区实验小学等工程均

按要求提高抗震设防要求。开展省市地震安全示

范社区创建，提高基层防震减灾能力，如城镇花园、

长巷、迎新、孔庙４个社区成功创建省地震安全示

范社区，如城镇安定、蒲行、秀水、宏坝及郭园镇郭

园社区创建为南通市地震安全社区。

应急救援　年内，依托市公安消防大队组建市

综合应急救援大队，承担包括地震等自然灾害在内

的全市综合性应急救援任务。实施城市抗震防灾

总体规划，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建成总面积达

１１８万平方米的市级应急避难场所７处。利用

“５·１２”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学校安全教

育周等时机，在长江镇（如皋港区）、南通飞鲸、市外

国语学校等镇（区）、企业、学校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进行应急安全教育。

社会动员　年内，举办防震减灾科普讲座７

次，组织宣传活动１３次，发放《地震与避震———市

民地震应急手册》、《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画册、《防

震减灾法》等宣传资料６５００多份（册），接受群众咨

询６００多人次。在市科技馆内开辟地震科普长廊，

·６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介绍中国历年地震分布情况及地震监测、防震避

震、自救互救等地震科普知识，展示如皋市应急避

难场所分布情况。４～５月，与市科协、文广传媒集

团联合举办防震减灾有奖知识竞赛，收到深圳、武

汉、宁波等城市以及如皋本地参赛者有效选票

４６７７份，通过现场抽奖产生获奖者１５１人。５月，

联合市科协在社区科普大学开设《防震减灾知识》

课程，为社区居民讲解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与市教

育局联合开展“加强馆校衔接，共建第二课堂”活

动，组织各中小学校师生参观，普及防震减灾科普

知识。

【“科协杯”防震减灾有奖知识竞赛】　４月中旬，市

科协组织开展“科协杯”防震减灾有奖知识竞赛。

截至５月１５日，收到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河北、

广东等省内外参赛者寄送的有效选票４６７７份。５

月１６日，知识竞赛现场抽奖仪式在大润发广场举

行，现场抽取竞赛活动的鼓励奖获得者１００人，特

等奖和一、二、三等奖获得者５１人。

【市境内发生里氏３．０级地震】　１０月８日１９时

２５分，如皋境内（北纬３２．２度，东经１２０．５度）发

生里氏３．０级地震，震源深度１２公里，震中在常青

镇原高井乡附近，震中附近居民震感较明显。震

后，市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将震情信息

上报市委、市政府，并在市委新闻网及时公布震情

信息。市地震局全体人员在第一时间全部到岗，组

织人员耐心接听群众来电咨询，做好群众的情绪疏

导和安抚工作，及时联系各乡镇（区）助理员，主动

查明震后情况。由于震级较小，此次地震未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省地震局相关专家解释，如皋地处长江中下

游—南黄海地震带范围内，发生较小级别的地震，

属于正常地下应力调整，是正常能量释放。

（范崇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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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市气象局内设办公室、气象台和气象科技

服务科。现有在职人员２２人，其中在编人员１１人

（含高级工程师３人、工程师５人）。

基础业务　年内，市气象局地面测报观测错比

０．０‰，地面测报报表和农业气象观测、报表均无错

情；一般降水２４时预报准确率９２％，均超过省气

象局规定的业务质量标准。结合汛前自查，组织地

面测报及防雷科技人员知识技能竞赛，以赛带学，

提高业务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气象服务　年内，向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汛指

挥部、农林局、城建局、交通局、供电公司、民政局等

部门发送重要天气公报６２期、气象旬月报３３期，

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３６次，发送天气预测服务

短信１００余次。强化面向公众的防灾减灾决策气

象服务，进一步优化决策服务流程，加强决策气象

服务上下联动。着重加强公众生活健康和安全出

行服务，在元旦、春节、元宵等重大节日和春运、两

会、高考、中秋等重要时期，加强监测、预报和服务，

为群众生活安排当好气象参谋。针对年初小麦低

温冻害、大棚西瓜育苗期、油菜菌核病发生期、大白

菜全生育期以及３～５月干旱天气、６月的３次主

要降水过程、第九号台风“梅花”影响期间、７月特

大暴雨过程、１２月８日寒潮过程等重要天气活动，

有针对性地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从３月至年底，

全市降水只有常年同期降水量的３０％，加之农业

用水需求大、内河引水灌溉困难，农田旱情显著，５

月１０日、２２日，在江安镇先后实施人工增雨作业２

次，发射增雨火箭弹１６枚，有效缓解旱情。１２月５

日，举办全市气象信息员培训班，宣讲全市常见气

象灾害种类、分布以及影响、灾害性预警信号发布

标准以及必备的气象防灾减灾知识等，从传播气象

灾害预警信息、收集上报气象灾情、反馈农业气象

服务需求、宣传气象科普知识等方面明确气象信息

员职责。

·７４３·科学技术



气象科研　年内，在全国学术交流会上交流文

章３篇，在省部级杂志发表科技论文１０余篇，１人

获南通市气象部门第三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

市气象局获南通市气象学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科普宣传　年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特别是新颁布的

中国气象局第２０、２１、２２号令《防雷减灾管理办

法》、《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防雷

工程专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学习宣传作为气象法制

宣传教育的重点。利用“３·２３”世界气象日、送科

普下乡（丁堰镇、常青镇）、“５·１２”防灾减灾日、

“１２·４”法制宣传日以及９月２２日外国语学校学

生到市气象局参观等时间节点，制作展板，设立咨

询服务点，发放各种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利用各

类报刊、网站等媒介宣传气象工作，提升气象部门

行业形象。全年被中国文明网录用信息２篇、江苏

文明网录用１２篇，向南通市气象局报送信息１６

篇、《如皋日报》（市委新闻网）报道信息２５篇。９

月２３日下午，市科协组织如皋外国语学校５～６年

级师生２００多人参观学习市气象局观测场，市气象

学会高级工程师马云龙为师生们讲授气象科普知

识，激发他们探索科学知识兴趣，提高师生应对气

象灾害能力。

防雷减灾　年内，制订《如皋市气象局防雷验

收制度》，严格规范防雷设施设计、施工、监理、验收

等各个环节。加大对防雷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和

行政执法力度，坚决纠正和查处影响防雷安全的违

规、违法行为。加大对学校、医院、化工企业、重大

工程项目防雷安全工作检查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

雷灾隐患。市气象局行政服务窗口工作不断提能

增效，受理承诺件１１７件，提前办结率１００％，发出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意见书９３份，发出防雷装置设

计修改意见书２３份，并全部督促改正到位；受理

３１家企事业单位防雷装置竣工专项验收申请，发

出建设工程防雷装置验收合格证３１份。３～６月，

重点年检如皋港化工园区内企业及熔盛重工的防

雷设施，确保安全度汛。９月，组织人员检查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绘园风景区对文物保

护、防雷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防雷安全

设施建设情况，防雷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

情况。

【市政府与南通市气象局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议】

　３月２５日，在南通市副市长秦厚德主持下，市政

府与南通市气象局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双方约

定在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完善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机

制、健全气象预警信息发布网络等六个方面开展合

作、加强共建，全面推进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

灾害防御“两个体系”建设。

【全市大部分地区遭遇九年一遇强降雨】　７月１２～

１３日，受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全

市大部分地区遭遇九年一遇的强降雨，降水时间

短、强度大、分布不均。根据１２日晚８：００至１３日

下午１：００统计数据显示，如城、袁桥、高明、磨头、

桃园、九华等１６个镇（区）降水量超过１００毫米，其

中九华镇降水量达２０３．６毫米，属特大暴雨。连续

强降雨导致市区街道、居家、店铺、小区、企业等多

处积水，给市民生活、生产带来极大不便。

（刘　娟）

·８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