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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率先出台失保与农保、企保叠加享受待遇政策　Ｐ３８０

●在省内率先建成全国人口健康公共服务项目示范市　Ｐ３８３

●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创建通过民政部评估验收　Ｐ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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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据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３０２８元，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３１２元，城镇集体及以上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４１６７２元。全年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１９６．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年

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３７１．２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７．２％。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４０．１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５１．３平

方米。

居民经济收入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２３０２８元，同比增长１６．０％。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１０３１２元，同比增长１８．６％。城镇集体及以

上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４１６７２元，同比增长

１５．８９％。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６０２５９元，同比增长１３．５５％；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为５２００８元，同比增长２０．９３％；其他单

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２９２７１元，同比增

长１７．９９％。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１９６．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其中，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为 １２６．５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９％；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３４５０元，同比

增长１７．５％。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７０．２８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９％；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６９６１

元，同比增长１７．０％。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一览
　表６０

消费项目名称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同比增长
（％）

食品 ５０３８ １９．０

衣着 １４０３ ６．３

居住 １１１４ １３．０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１６８ ３６．０

医疗保健 ７３６ ６１．０

交通与通信 １１０４ ３．４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２４６１ １６．３

杂项商品与服务 ４２６ ４．９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一览
　表６１

消费项目名称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同比增长
（％）

食品 ２３５５ １５．８

衣着 ４８４ ５５．４

居住 ８９５ ２９．１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４８３ ７．５

交通通信 ７７４ ０．５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１２７１ １４．８

医疗保健 ５３２ ２１．９

其他商品和服务 １６７ １３．７

　　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据城、乡居民抽

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每

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洗衣机１０６台，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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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电冰箱１０６台，同比增长２．９％；微波炉１０３

台，同比增长１．０％；空调机１８２台，同比增长

７．７％；固定电话机１０１部，同比减少１７．９％；移动

电话２０２部，同比增长１０．４％；家用计算机９０台，

同比增长 ２５．０％；家用汽车２０辆，同比增长

１５０．０％。２０１１年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耐用

消费品：彩色电视机１５６台，同比增长１１．４％；电

冰箱９２台，同比增长１９．５％；摩托车６６辆，同比减

少３０．５％；固定电话机９１部，同比减少６．０％；移动

电话２２２部，同比增长２５．４％；家用计算机５２台，同

比增长４４．４％；空调机８１台，同比增长８４．０％；热水

器９４台，同比增长８．０％；家庭汽车１６辆。

（杨云清）

劳劳劳动动动与与与社社社会会会保保保障障障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围

绕中心、服务发展”为工作大局，以“民生为本、人才

优先”为工作主线，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各

项工作持续争先。如皋市被表彰为劳动保障新闻

宣传百优县区，市劳动就业管理处被表彰为《中国

培训》优秀宣传单位，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

被表彰为省先进经办机构，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处

被表彰为全省医疗保险“千千万万”行动先进单位，

市技工学校被表彰为省社会培训工作先进单位和

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

理处被表彰为南通市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

盖工作先进集体。

就业再就业　全市现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４８６９人，失业率为３．０７％。年内，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人员７８１２人，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７５００人的

１０４．２％；失业人员再就业３８１４人，完成全年新增就

业目标３５００人的１０８．９％；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４２９

人，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４００人的１０７．３％；安置

“１９１”人员就业６０８人，各项年度指标均全面超额完

成，被南通市人社局表彰为市场建设先进单位。

社会保险　年内，全市养老、失业、医疗、工伤、

生育保险净增参保人数分别为１８０５９人、１５９９４

人、１８６８８人、１３９７８人和１６１９０人，完成市政府下

达全 年 净 增 ８０００ 人 任 务 数 的 ２２５．７４％、

１９９．９２％、２３３．５９％、１７４．７３％和２０２．３７％。全市

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基金征缴额分别

为６１０８９万元、６４４８万元、３４０７３万元、３０２７万元、

１８８３万元，全面超额完成征缴目标任务。完成

２０１２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征缴１１２２２２人，占全年

目标任务８６０００人的１３０．４９％。全年完成新农保

缴费人数４５．７４万人，参保率达９８．６４％，超过南

通任务指标２．６４个百分点，且缴费档次较高，８４％

以上参保对象选择６００元以上缴费档次，超过南通

任务指标４个百分点；发放农保基础养老金２２．８

万人，发放率９９．８５％，超过南通任务指标１．８５个

百分点。全年新增失地农民１５８３８人，纳入被征地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发放基本生活保障资金１．０８

亿元，截至年底，全市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的失地农

民４６２１２人。组织全市近２万名生育保险参保女

职工免费妇查。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平稳运行，实行

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享受补助人员１５５人，计

１３３万元。为１１９名居外退休人员办理大额医疗

费用个人账户现金结算，总金额１３．８万元。组织

２０１０年度个人医疗账户对账单发放工作，发放人

数１２．１５万人。医保结算窗口办理城镇职工医保、

离休干部、在乡六级以上伤残军人报销业务７２８６

次，城镇居民医保报销业务１０２８人次。全年办理

工伤保险１７８３人次、生育保险职工１９７５人次，办

理参保人员转诊转院手续２８９５人次。

农村劳动力转移　年内，开展农村人力资源调

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的２０个镇（区）３２９个村

（社区）３５３３３８个农村户籍家庭中，农村户籍总人

口１１１０７２７人，农村劳动力６５６１１０人，农村劳动力

从业人员总数５１０１９９人，从传统农业生产转移就

业４０１５１７人，自主创业３２２７０人，从事高效农业

１０８３０人，农村剩余劳动力７４３１人，农村困难家庭

有９６６１户，被征地农民３１５９６人，参加各类社会保

险５７２０９４人。年内，全市累计转移劳动力２０１７０

人，完成年度目标的１００．８５％，其中，劳务输入

４５１１人，劳务输出３５２７人，就地转移１２１３２人。

全年培训农村劳动力２１０２３人，完成目标的

１０５．１２％。被南通市人社局表彰为社区就业工作

先进单位。

再就业优惠政策落实　年内，为１１１名自主创

业的失业人员审核担保小额贷款１０１６．８万元，为

五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贷款５００万元，总额达

１５１６．８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４４．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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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名贷款期满并及时归还的失业职工办理申报

财政贴息手续，支付贴息４６．１万元。帮助灵活就

业人员申报社保补贴，全年审核和确认就业困难对

象４５７３人，申报社保补贴６７．３万元，新增家庭服

务业从业５００人。被南通市人社局表彰为失业保

险工作先进单位。

监察维权　年内，不断健全劳动关系监察、基

层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全市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

（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网络化）实现全覆盖，２０个

镇（区、园）分为２０个一级劳动保障监察网格、９０

个二级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形成市、镇（区、园）、村

（社区）三级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全市所有行政村

（社区）光纤网络全部建设到位，实现基层平台网络

“村村通”，村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平台１００％实

现网络化动态管理，实现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重心全

面下移。全年累计接待群众来电７９７６次、来访

２１４４人次，日常巡查用人单位３６０家。接受群众

投诉举报１６１起，办结１４５起（未结案件均在期限

内处理中）、案件涉及劳动者１８３人，涉案金额７９

万余元；处理群体性事件１３起，涉及劳动者１１５８

人，涉及金额９２５万余元。承办市长热线、人民来

信等交办案件５０件，没有发生一起投诉举报或重

大突发案件被处置延误情况。劳动仲裁机构立案

５７４件，涉及６０６人，涉案金额１３００万余元，审结

５７４件，结案率１００％。处理群体性事件３起，涉及

１４１人、款项１２０万元。全年未发生因劳资纠纷引

起恶性事件。

【全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会议在如皋召

开】　３月２２日，全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

作座谈会在如皋召开。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副主任陈汝军和全省各地级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如皋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经

验在会议上交流。

截至２０１１年３月底，全市建立镇、街道、社区

基层退管服务机构４４个、自管组织９２０个，纳入社

区管理的企事业退休人员４．３万人，社会化管理服

务实现全覆盖，社区管理率及档案接受率均

达１００％。

【在全省率先出台失保与农保、企保叠加享受待遇

政策】　６月，市人社局会同市财政局以市政府名

义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我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

保障、农保、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重复参保或享受待

遇处理意见》（皋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５６号）。《意见》规

定，进保的失地农民，同时又参加新农保并按规定

缴费的，在达到６０周岁时，可叠加享受新农保个人

账户养老金和享受居保基础性养老金；进保的失地

农民，在享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同时，可以

叠加享受失地农民保障待遇的个人账户部分。此

文件的出台有效解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农

保、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重复参保待遇叠加享受的难

题。６月，省人社厅农保处处长徐庆乾专题到如皋

调研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农保、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重复参保或享受待遇的处理办法，认为该

《意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对全省农保管

理工作有示范指导作用。

【用人单位社保专管员制度】　６月，市人社局出台

《关于在全市用人单位建立社保专管员制度的意见

（试行）》（皋人保险〔２０１１〕１６号），进一步规范参保

单位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程序，畅通参保单位与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之间的业务渠道，提升用人单位劳动

保障工作质量和业务经办水平。８月１～４日，举

办社保专管员上岗培训班４期，全市８９４家企业申

报的９３４名社保专管员参加培训，培训合格者发放

社保专管员培训合格证和工作证。

【特困失业人员“爱心助保”工程】　６月，市政府出

台《如皋市特困失业人员爱心助保实施办法》（皋政

规〔２０１１〕３号），并于７月１日正式实施。“爱心助

保”由市政府筹集爱心助保资金，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向受助对象提供助保借款，帮助特困失业

人员及时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办法》规定，受助对象为如皋市户籍常住人

口、属于如皋市统筹范围内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五年、累计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不满１５年、无力续缴的特困失

业人员，在受助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月领取

养老金后，以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按月归还助保借款

本金，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１０年。

【省第三届船舶行业电焊工大赛在如皋举办】　１０月

２５～２８日，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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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人社厅、省总工会、中国船级社南京分社、省

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省船舶工程学会７家单位联合

举办的江苏省“明德杯”船舶行业电焊工大赛在如

皋市熔盛中等专业学校举行。全省１１个市的１４

支企业队、１１支市队和１７支学生队共４２支队伍

参赛，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１０９人，参赛队伍数和

人数之多为历届之首。此次竞赛分在职职工组、学

生组两类，地方队、重点企业队和学生队三种组队

形式。对职工组前五名选手，大赛授予江苏省技术

能手、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称号；对职工组决赛总

成绩第一名选手，经综合考核合格后，省总工会授

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农村基层平台建设经验在全国推广】　１１月２３～

２４日，全国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技术支持与

服务交流会安排在如皋召开，重点推介如皋市农村

基层平台建设经验，全国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社厅（局）负责人和９３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示范县

的负责人与会，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副主任原淑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吴

可立、省就业管理中心主任郁桂萍等出席会议。

《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职

业》、《中国就业》、《中国培训》等媒体１１月份同期

推出如皋相关经验和做法。１２月１～２日，在全省

农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平台建设工作现场会上，如

皋市“推进村级平台标准化建设、创新公共就业服

务新模式”经验在会上交流。

年内，市人社部门创造性提出村级平台标准化

建设构想，分类细化村级平台建设涉及的各项工

作，创建并在全市推行村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

站标准化建设规范，形成具如皋特色的村级平台建

设模式。村级平台建设在推进村级各项基础建设

的同时，获得真实准确的人力资源数据，为村级平

台工作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在全省各县（市、区）实

现１村（社区）配备１名专职工作人员的目标，破解

工作人员不稳定的难题，真正实现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零距离”服务于农村群众。年内，如皋市村级劳

动就业社会保障平台标准化建设吸引四川成都，安

徽凤阳，江苏连云港、海安等县市到如皋考察。

【在省内首创组建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队】　年内，

市人社局进一步探索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特

色化之路，为广大退休人员老有所为搭建平台，在

全省首创组建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队伍。７月２２

日上午，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支队正式成立，首批

志愿者１５５人、志愿服务分队２５支，并实现全市各

镇（区、园）服务分队全覆盖。

年内，市人社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

所需设计服务项目，组织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队开

展“当一日代理儿女，暖一户空巢老人”、“送欢乐、

送亲情、送健康”、“热心奉献治安协管，扎实打造平

安社区”等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发挥退休人员

余热，形成具有如皋特色的退管工作文化。至年

底，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３６１人。

（周亚琴）

计计计　　　划划划　　　生生生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出生１１６２２人（计生口径，

下同）。其中，一孩９０６５人，一孩率为７８％；女性

５６３７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６．１７；计划内生育

１１４６２人，计划生育率为９８．６２％。全市人口出生

率为８．２‰，自然增长率为－０．６８‰。如皋市被表

彰为全省“十一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被授予

全国人口健康公共服务项目示范市称号。市人口

计生委被表彰为全省人口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宣传教育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通过创建推

动、典型示范，扎实推进“新农村新家庭”活动，继续

开展以“婚育道德与家庭幸福”为主题的婚育新风

进万家活动。开展人口早期教育，全市建成镇级早

教基地２８个、村级早教亲子园２７个，全市各级早

教阵地接受０～３岁婴幼儿１３８５名，培训家长

·１８３·社会生活



２４８６人次。对２０个镇级、５５个村级人口文化园提

档升级，村村有人口计生宣传栏、计生图书角和人

口文化中心户，林梓镇在康盛生态园建成融人口文

化、绿色生态、亲情牵手于一体的人口文化绿色家

园。全年在省级以上报刊、网络发表人口计生宣传

文章１６３篇，南通市级报刊、网络发表宣传稿件

５１１篇，县级报刊、网络发表宣传稿件４１８篇。每

季度在《如皋动态》开展一次人口计生专题整版宣

传，每月在广播电台开展专题宣传３次，制作专题

宣传片在如皋电视台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人口计生

电视专题节目《润物无声夕阳红》获南通市电视类

一等奖，广播专题节目《“吉祥三宝”托起明天的太

阳》获南通市广播类一等奖、江苏省人口计生优秀

广播专栏节目三等奖。在主城区大润发超市门前

和安定广场等处建立人口计生宣传电子平台，节假

日２４小时滚动播放计划生育政策法规、避孕节育、

人口早教、生殖健康等方面知识。开展面对面“零

距离”宣传，全年发放人口计生宣传资料１２．３８万

份。３月，联合市妇联、禁毒办、司法局等部门在文

峰大世界门口举办“三八维权周”法制宣传活动。５

月，组织开展“５·２９”计生协会活动日咨询服务活

动。６月，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迎“七

一”系列活动，举办以“牢记宗旨，为党旗增辉”为主

题的演讲比赛，选送的九华镇选手获南通市人口计

生系统演讲比赛第二名。９月，组织开展“９·２５”

公开信纪念日宣传咨询、便民服务活动。１０月，联

合市公安局、卫生局、药监局、妇联等部门开展集中

整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

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专项行动，明察暗访，专项

检查全市６０家开展超声诊断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

和２１家计生服务机构。

技术服务　年内，全市２１家计生技术服务机

构全部获得南通市人口计生委授予的星级服务站

铜牌，其中三星级１家、二星级８家、星级１２家。

市、镇世代服务机构着力打造“健康幸福”品牌，市

计生指导站通过向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争取，成功

引进多功能无创血液分析系统，年内服务９７人次。

软件园（桃园镇）计生服务站建成中老年健康保健

中心，常青、搬经、长江、白蒲、雪岸镇计生服务站增

设孕期营养保健指导服务室、婴幼儿洗浴中心。全

市通过执业许可证校验计生技术服务机构２１家。

年内，全市计生系统公开招录专业技术人员１１人，

组织技术人员报名参加执业（助理）医师和职称考

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２人、高级职称１人、

中级职称４人，至年底，全市计生技术服务机构有

执业医师２４人、执业助理医师１３人，高级职称２

人、中级职称１４人。如皋市被列为省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县（市），通过市计生指导站定

点服务和定期送服务到镇相结合，为６３０６对待孕

夫妇提供免费优生健康检查，对高风险人群给予优

生指导、对症处理和转诊服务。全市计生技术服务

机构手术总量９６１４例。将孕／环情监测、生殖道感

染综合防治与早期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相结

合，建立镇级筛查转诊机制，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

平。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宫颈癌筛查项目筛查结果阳

性对象开展后续跟踪服务，随访２３３８人，其中，活

检人数１１３０人，复查９７５人。生殖道感染检查

１０．５９万人，查出患各种疾病４．０６万人。配合南

通市人口计生委完成病残儿童医学鉴定５２例，完

成计生手术并发症鉴定２例。规范全市计生服务

机构门诊手术室的消毒技术和管理，每季度督查。

３月，组织专项检查全市计生服务站药品、医疗器

械使用管理情况。４月２８日，市委、市政府在全市

启动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７月，南通市计

划生育药具工作现场会在如皋召开。市政府办公

室下发《如皋市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皋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６８号）。８

月，３８名技术服务人员参加南通市人口计生委组

织的理论和操作考核，全部通过《计生技术服务人

员合格证》换证校验。

政策法规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推行行政执法

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实行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全年行政执法证年检换证１１２人，新领证１５人。

组织计生系统内依法行政培训班２期，培训２１０人

次。组织评查全市计生系统内行政执法案卷，实施

全过程执法监督，防止发生侵犯群众权益行为。聘

请人口计生系统政风行风监督员１０人，全程参与

并监督人口计生系统政风行风工作。确认符合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４０９１人、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１４０人、计划生育

手术并发症生活补助对象４人、补申报２００８年底

前企业退休职工享受一次性奖励９３人。审批再生

一孩资料２５８９份，发放二孩生育证２５８９份。审批

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女父母退休金加发５％材料

·２８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２２７人，审批无子女收养材料８７份。开展违法生

育专项治理行动，全年依法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

定书４８６件（含对往年对象的征收），其中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２３９件。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加大社会

抚养费强制执行力度，对有关镇执行过程全程跟踪

报道。实行全员流动人口月报制度，全市新建流动

人员信息９２８５条，通过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工作平台全年登记发送协查信息１１８０条，

接收并完成反馈信息１１２０条。办理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４０００份，为流入待孕育龄夫妻实行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６５对。在流动人口集聚企业、社区

等区域，开展生殖健康专题服务。２０个镇（区、园）

全部建立“流动人口幸福家园”，长江镇（如皋港区）

在人力资源市场内实行流动人口“一站式”服务，经

济开发区在新建的人才公寓建成外来人口管理服

务中心。２月，召开全市诚信计生暨人口计生基层

群众自治工作现场推进会，现场参观姜堰市溱潼社

区、河横社区和如城镇城西社区现场点。８月，兑

付第三期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７３６．０３万元。

举办市镇村三级人口计生干部培训班。９月，市政府

办公室下发《如皋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实施意见》（皋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０１号）。在长

江镇召开流动人口“一站式”服务现场会。１１月，南

通市人口计生系统创建“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

位”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市召开。

规划统计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门核

对当年出生情况，与公安部门核对户籍变更信息，

与民政部门核对死亡信息和婚姻登记信息，保证人

口管理信息系统正常运行。人口管理信息系统与

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全面匹配，全面完成两个信息系

统数据库合并，综合信息平台３．０开始试运行。完

成奖励扶助４０９１人、特别扶助１４０人信息录入核

对上报工作。组织参加南通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统

计与信息化优秀论文评选，论文《利用社会监督，提

高人口计生统计工作质量的探索与思考》和《全面

加强全员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计生工作水平》入

选。参与起草、修订《如皋市人口发展“十二五”规

划》。５月，组织镇计生服务站统计人员３０人参加

“两个系统”（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信息平台

和人口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整合后续处理培训班。

１１月，组织镇计生服务站统计人员３０人参加综合

信息平台３．０操作培训。１２月，组织村级计生专

干１７９人参加计算机操作业务培训。

【在省内率先建成全国人口健康公共服务项目示范

市】　５月１６日，如皋市举行全国人口健康公共服

务项目示范市揭牌仪式。中国人口健康援助工程

组委会主任安成信、副主任何俊龙，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生殖健康援助行动办公室执行主任刘艳春

等出席仪式并授牌。

全市人口计生系统为大力提高全市人口素质，

以“健康幸福”为主题，探索出政府、企业和非政府

组织联合协作的运行模式，引进加拿大优胜全数字

彩色超声诊断仪、德国利霸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多

波长乳腺血氧影像检测仪、天鼎康微波治疗仪、“蓝

氧”妇科治疗仪以及育龄妇女数字化健康管理软件

等先进辅助诊断设备和生殖健康治疗设备，总价值

４８８．２万元，其中获国家人口健康援助工程组委会

资助３５７．４万元。全面实施避孕节育、生殖健康、

家庭保健行动计划，将市政府对广大育龄群众的生

殖健康关爱落到实处。如皋市在省内率先建成全

国人口健康公共服务项目示范市。

【０～３岁人口早期教育】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与

市教育局建立“政府推动、部门协作、企业运作、家

庭参与”的早教工作机制，着力推进０～３岁人口早

期教育。各镇（区、园）通过借平台、借优势、借社会

力量，建成镇级早教基地２８个、村级早教亲子园

２７个，全年接受０～３岁婴幼儿１３８５名，培训家长

２４８６人次。磨头、如城等镇携手国内知名早教品

牌合力运营，将世代服务理念与早期教育相结合，

深受群众喜爱；软件园平明社区亲子园成为南通市

人口计生创先争优先进典型。

（王　淼）

·３８３·社会生活



民民民　　　政政政　　　事事事　　　务务务

【概况】　市民政局现有机关民政干部职工３３人，

下辖民政事业单位１２家，在职干部职工１３７人。

２０１１年，市民政局被表彰为全省民政工作先进集

体、南通市文明行业，如皋市被表彰为江苏省尊老

爱老先进市、南通市尊老爱老先进市、

城乡“低保”　年内，核定城市“低保”１１７８户

２３７０人、农村“低保”１６９９３户３７６８３人。全年发放

城乡“低保”保障金５２１５．５万元，发放物价补贴和

节日慰问金计１５８８万元。７月１日，城市“低保”

保障标准提高至为３６０元／人·月。

农村“五保”　年内，核定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４０４４人。从７月起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

标准分别提高至４２２０元／人·年和３２００元／人·年。

继续实施农村敬老院“关爱工程”建设项目，全年获

省补资金２６５万元。实施袁桥、搬经、常青敬老院

床位建设项目３个，新增床位２００张；实施附属设

施建设项目６个，建筑面积３１４６平方米。全市敬

老院床位总数３８１９张，集中供养２８９３人，集中供

养率７１．５％。

救灾救济　年内，累计发放救济款２０７万元、

火灾救济款７．６８万元。全年核定无固定收入重度

残疾人员１３７８４人，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标准自７

月１日起提高至７５元／人·月。全年发放生活补

助金１０６８．３万元，大病医疗救助２５３６人次，发放

救助金５７０．９万元，救助参保２５６．３万元。５月，

修订出台《如皋市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办法》（皋

政规〔２０１１〕２号）。１１月，如城镇孔庙社区通过省

防灾减灾示范社区考核验收。

拥军优属　遵循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自然增长机制，确保重点优抚对象生活水平与社会

总体生活水平同步增长，全市４７３２名重点优抚对

象住院医疗商业保险投保额提高到每年３００元／

人，累计投入商业医疗保险基金１３１．８９６万元，下

达门诊补助９３万元。实施“慰烈”工程，在吴庄烈

士陵园、鞠庄烈士陵园和高明镇红十四军纪念碑周

围建成烈士墓１９４座，总投资９２万元，占总任务

４８．５％。不断深化退役士兵安置改革，为６８４名退

役士兵解决安置补偿资金５８１．８万元，提供职业技

术培训费３０３万元，就业安置率１００％。自７月

起，提高已故老复员军人配偶生活补助标准至３６０

元／人·月，全年发放生活补助１０１８．５万元。从８

月１日起，为６０周岁在乡退伍战士发放生活补助

２００万元，全市符合条件的７５４４名义务退伍战士

得到普惠。

基层政权建设　年内，组织全市３４７个村（居）

委会主任集中培训，调动和激发群众参与民主基层

政权建设热情，全面落实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居）民自治

制度，全市村（居）依法自治率达１００％。１１月６

日，如皋市创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

单位工作通过民政部组织的专家评估验收组验收。

社会事务管理　年内，全市平迁坟墓１２５８３

座，恢复用地３３．３公顷。全市新增加公墓绿化面

积１３．２公顷。在南通市率先在全市范围内规划建

设配套设施齐全、环境一流、规格比较高的镇级公

益性公墓（骨灰堂）。如城镇投入３０００多万元的公

益性生态林在建中，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长

江镇（如皋港区）、软件园（桃园镇）、袁桥镇、九华镇

五镇（区、园）被评为市殡葬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全

年办理结婚登记１３６１６对、离婚登记１６８４对、补领

结婚证１１２７件、收养登记６３例。福利彩票全年销

售１０５８０万元。按省拨款进度，规范发放三峡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１３．３８万元，下拨三峡医疗后扶资金

２７１．０９万元。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走访慰问移

民，发放慰问金３．５４万元。全年发放尊老金突破

１３５８万元。全年完成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７０８９６

人，占年初任务数的１５７％。３月２５日，市政府专

题组织召开全市殡葬改革推进会。９月，出台《关

于落实殡葬惠民政策和推进公益性公墓规范化建

设工作的意见》（皋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０４号）。

【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创建通过

民政部评估验收】　１１月６日，如皋市全国农村社

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创建工作通过民政部

评估验收。

年内，市民政局始终坚持把农村社区建设实验

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载体，

整合农村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创新社区管理体

制为突破点，以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为切入点，以建

设文明祥和社区为落脚点，全市农村社区建设达到

领导协调机制、社区建设规划、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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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各项服务和社区各项管理“五个全覆盖”总体

要求。全市村民依法自治达标率达１００％，南通市

级和谐社区达标率１００％。如皋市被评为省村民

自治模范县市，全市有１２个社区被评为全国百佳

学习型社区、省和谐示范社区和省管理民主示范社

区，４８个社区被命名为南通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社区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

【全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如皋召开】

　１１月２７～２８日，全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

场会在如皋召开，与会的２００余名代表参观了如皋

江滨医院等民政民生设施，如皋作为唯一的县级市

在会议上作典型交流发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底，如皋市累计投入近８亿元

用于全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其中，投入３．３

亿元，全面建成３３６家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投

入１．５亿元，推进农村敬老院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建设，创办居家养老服务站２９１家，实现城镇社

区全覆盖、农村社区覆盖率６５％的目标；投资６３００

万元，实现镇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全覆盖；投入４５００

万元，建成救治家庭困难精神病人的江滨医院；投

入３０００万元，建成集老人收养寄养、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婴儿收养于一体的市福利中心。

（邓建芹）

住住住　　　房房房　　　保保保　　　障障障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住建局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促进保障性住房管理进一步规范化，为解决

全市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和新就业

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住房需求提供有力

保障。

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年内，适应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公布住房保障标准，将保障范

围扩大到上年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８２７．１７元、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２０平方米（含）的非农

业户口家庭。将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建筑面积控制

标准调整为１人家庭补贴２８平方米、２人家庭补

贴４５平方米、３人家庭补贴６０平方米、４人及４人

以上家庭补贴８０平方米。９月，研究出台《如皋市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皋政规〔２０１１〕５号），建

立和规范公共租赁住房制度，保障城市中等偏下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群

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出台《如皋市经济适用住房管

理实施细则》（皋政规〔２０１１〕６号），解决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规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出台

《如皋市廉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皋政规〔２０１１〕７

号），切实加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

保障工作。

保障性住房建设　年内，全市开工建设中小套

型公共租赁住房３０万平方米。其中，经济开发区

（柴湾镇）６万平方米建成；软件园（桃园镇）１０万平

方米主体工程完工，启动配套工程建设；长江镇（如

皋港区）１０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基本结束；中心城区

和如城镇４万平方米在建中。新建廉租房１００套、

经济适用住房５０套。全年８２户符合条件的保障

对象住入新居；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８０户，补贴

金额１３．２９万元，实现“应保尽保”。

住房公积金　年内，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如皋管理部归集住房公积金４．２３亿元，同比增

长２４．６２％，归集余额１１．３８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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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支持１０８６９户通过住房公积金贷

款圆上住房梦，贷款余额由年初的９．６０亿元上升

到年底的１０．９３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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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成立】　３月，为推进全市住

房制度改革与住房保障工作，经市编制委员会批

准，成立如皋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内的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快捷高效

的一站式服务，减少群众办事环节，提高住房保障

办事效率。

（张跃军　朱宇翔）

民民民　　　族族族　　　宗宗宗　　　教教教

【概况】　全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近３０００人，占总

人口近０．２２％，分别属于３４个少数民族。全市设

有经政府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３１处，其中佛

教２３处、道教４处、基督教４处，有教职人员８７人。

·５８３·社会生活



３月，市民宗局召开全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组织建制　３月，市民宗局召开全市民族宗教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上级民族宗教相关文件会

议精神，部署２０１１年民族宗教工作，建立健全民族

宗教协作共管机制，进一步明确民族宗教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１０月，市委统战部与市

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民族宗教

工作网络建设的意见》，要求突出重点，强化服务和

管理，不断提升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水平；加强和改

善对宗教事务管理，组织和引导宗教界为促进如皋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健全机制，形成民族宗教工作

强大合力，健全信息传递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和协作共管机制，推动民族宗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民族经济工作　年内，围绕“共同团结进步、共

同繁荣发展”主题，推进少数民族结对帮扶和服务

管理工作。全年建立结对帮扶关系１３８对，１２１户

实现帮扶目标。春节期间，组织３．２万元资金，走

访慰问少数民族困难家庭６０户。

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服务管理　年内，关注

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强化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台

账管理，对流动经商人员登记造册，至年底，在册少

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３１户。组织人员逐个走访调

研在城经营兰州拉面的１７户流动穆斯林，帮助他

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教育引导他们积极

配合“六城同创”。进一步完善民族工作应急机制，

密切与公安、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配合，及时、妥

善处理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经营纠纷６起。发

挥民族团结促进会的作用，通过挂钩结对帮扶、参

与调解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纠纷、节日期间慰问

少数民族困难同胞，创新服务社会管理。

宗教事务管理　年内，以创建“和谐寺观教堂”

为抓手，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确保宗教领域和

谐稳定。加强对中青年教职人员的培养和教育，建

立与宗教界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制度，引导他们走爱

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道路。正确引导宗教界参与

慈善事业，为促进社会和谐贡献力量。年初，组织

召开全市宗教团体（活动场所）负责人会议，表彰定

慧寺、法宝寺、观音净院等６家创建“和谐寺观教

堂”先进单位。５月，举办民族宗教执法人员培训

班，４５人参训。８月，组织全市宗教团体和各活动

场所负责人到白蒲法宝寺和郭园观音净院召开“和

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进一步安排和

部署“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推进工作。出台宗

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职责及产生办法、主要负责人

考评办法和目标考核细则。

（赵本良）

老老老　　　龄龄龄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数

３２．４０７８万人，占总人口２２．８％；６５周岁以上老年

人口数２１．５０３９万人，占总人口１５．１３％；７０～７９

周岁老年人口数１１．１９９５万人，占总人口７．７８％；

８０～８９周岁老年人口数５．１７２９万人，占总人口

３．６４％；９０～９９周岁老年人口数为８８８９人，占总

人口０．６３％；１００岁以上老年人口２６８人，其中男

性５７人、女性２１１人，百岁老人总数居全国县（市）

之首，占比达１．８９人／万人。２０１１年，如皋市正式

被确认为世界长寿乡，研制的“万寿百岁”碗创世界

上“最大的青铜碗”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省老龄委和

南通市老龄委评为敬老助老先进市。

惠老政策　年内，市老龄办探索政府资助、社

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事业途径，巩固已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成果，扶持帮助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实现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全覆盖，农村社

区达６５％的目标。进一步优化和明确社会养老服

务事业扶持政策，每张床位补贴提高至２４００元，并

按实际入住情况每人每月补贴运营经费３０元。按

８０～８９周岁每位老人尊老金为３０元／月、９０～９４

周岁为５０元／月、９５～９９周岁为８０元／月、１００～

１０４周岁为３６０元／月、１０５周岁以上为４２０元／月

标准发放尊老金２１９４万元。强化城乡社会养老保

险工作，城镇养老保险覆盖面达９７％，离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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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开办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业务，填补老年人保险空白（原所有保险最高限龄

６５周岁），全年完成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７０８９６

人，占年初任务的１５７％，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经

验在南通得到推广。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

子女投保并正常缴费、年满６０周岁的每位父母可

每月享受６０元养老补贴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增长机制，将１３８４０名城乡生活困难的老人纳入

“低保”对象，做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且７０岁以

上老人享受提标１０％。全市“五保”供养对象４０４４

人，其中有２８９３人入住敬老院，集中供养率达到

７１．５％。实施老党员关爱工程，落实优抚对象待

遇，１１２７名老党员享受老党员关爱补贴，４３００名老

年重点优抚对象得到关怀。

敬老活动　年内，围绕“敬老助老，从我做起”

开展敬老助老活动。为新增的８３名百岁老人送去

彩色电视机、匾牌、蛋糕等祝贺百岁生日。持续实

施“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市领导慰问、镇（区、

园）和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慰问、老龄工作部门慰问

与村（社区）干部慰问相结合，挂钩联系各镇（区、

园）的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

察长以及镇（区、园）主要负责人走访慰问９０周岁

以上高龄老人６３００人，慰问物资折价２６２万元。

重阳节期间，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各镇、各部门走

访慰问老人３６人。１０月４日，市老龄协会、老年

体协组织三支文艺演出队分赴镇敬老院、江滨医院

慰问演出。１０月６日，组织开展“九九重阳节，相

聚水明楼”的老年人文艺演出，以市政府名义通报

表彰全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尊老敬老

模范家庭、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组织开展“我的节

日”敬老、助老宣传教育活动。

老年文体活动　年内，紧扣“迎国庆，报党恩，

跟党走”主题，组织老年人开展庆党建万人健步走

启动仪式、“长江杯”农村中老年人文艺会演、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苏中安装杯如城地区文艺

调演、如皋市老年摄影作品展、“庆八一，唱红歌，跳

红舞，颂党恩”军民联谊会、“庆重阳，颂党恩”敬老

慰问巡演、“颂党恩，桑榆情”省及南通市老年文艺

会演、省老年摄影作品展、省老年体协“迎党庆，颂

党恩”有奖征文、全民健身日暨南通市体育节启动

仪式等系列文体活动，累计１０万余名老年人参加

系列活动。组织老年人参加国内外文体比赛，获各

类大奖３１项，其中国际级８项、国家级１０项、省级

１０项、南通市级３项。７月５日，在美国老将田径

锦标赛上，长跑队队长邹鹏德获两项接力赛第六名

和第八名。１０月，在中华全国社区文艺会演中，市

老年体协九鼎艺术团参演的《挂红灯》、《洗衣舞》、

《亮剑》、《老妈好》４个节目全部获金奖，其中《亮

剑》在省“莲花奖”专业舞蹈大赛中获银奖。１２月４

日，在上海东丽杯国际马拉松半程赛中，苏德祥、冒

建华在近万人参加的比赛中分获第１００名和第

２００名。１２月，在第六届健晨杯全国中老年剑拳操

公益大赛总决赛中，朝霞艺术队获优秀表演奖。白

蒲镇、长江镇、江安镇所组织的京剧联谊会被中央

电视台转播。在台湾“妈祖杯”国际武术赛中，市养

生太极拳队获集体金奖，杨嵩春、夏志玲获个人金

奖，８９岁的唐耀宗获武坛耆英奖，市老年体协获优

秀组织奖。在江苏省县级市第３８届门球比赛中，

如皋市老年门球队获冠军。

　　９月５日，在首届中国如皋长寿养生国际高端论坛上，

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右）作“从气能医学角度探

索食物与寿命的关系”演讲

宣传活动　年内，通过路名牌张贴尊老敬老宣

传标语９５条，张挂过街横幅、张贴宣传标语１１０

处。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及时维护如皋老龄网和中

国长寿网，利用网站功能，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弘扬

尊老风尚，宣传长寿之乡。在《中国老年报》设“世

界长寿乡·水绘金如皋”专版，重点推介如皋独特

的长寿现象和丰富多彩的长寿文化。继续与市广

播电台联办《银色时光》专题节目，与相关媒体开办

专题栏目、节目，宣传如皋老年文化、长寿研究和尊

老敬老美德。首届中国如皋长寿养生国际高端论

坛、中国如皋世界长寿乡新闻发布会、“万寿百岁”

·７８３·社会生活



揭幕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会等国际性重大活动

受到国内外近百家新闻媒体宣传报道。

（于建江）

关关关 心心心 下下下 一一一 代代代

【概况】　全市现有各级关工委组织１５７０个，志愿

者７６５７人。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被表彰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关

工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南通市“五老”网吧义务监督

工作组织奖，搬经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表彰

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组织建设　年内，全市新建民营企业关工委

５３家。９月１日，市农业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成立。

主题教育　年内，组织开展“老少携手学党史、

颂党恩、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聘请宣讲员７８人，

在全市组织宣讲８２场次，受教育人数达９３４９０人。

节假日，依托校外教育辅导站、少儿图书室等阵地，

老少携手举办党史讲座、召开“听党话、谈理想、话

人生”座谈会２５６场次。印发《红十四军史料》２０００

册，分发给学校和校外教育辅导站，供开展教育活

动作参考。在全市开展第二届“三好”标兵评选活

动，评选第二届“三好”标兵３００人，其中，小学生

１５０人、初中生１００人、高中生５０人。在首届南通

市“十佳”三好标兵评选中，胡子昂被评为首届南通

市 “十佳”三好标兵，李琳玉等１３人被评为首届

南通市三好标兵。４月２６日，召开全市主题教育

现场观摩会暨动员会。举办 “我为党旗添光彩”

征文比赛，７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１００名学生获

等级奖。委托 《关心下一代周报》刊出一期如皋

专刊。

校外教育辅导站建设　全市２０个镇（区、园）

中１６个镇建立校外教育辅导总站，覆盖面８０％，

其中１２个镇的校外教育辅导总站被表彰为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市校外教育辅导站办站经

验在纪念南通市关工委成立２０周年暨校外教育辅

导站工作培训班上作典型介绍。３月３０日，印发

《关于加强镇校外教育辅导总站建设的意见》。９

月，组织两个组到１５个镇调研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镇校外教育辅导总站建设的意见》情况，指导各镇

办好总站。１０月２１日上午，会同市文明办、教育

局在软件园（桃园镇）召开全市校外教育辅导总站

建设现场推进会暨辅导站长培训班。

参与和创新社会管理　年内，配合政法部门组

织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活动，组织“五

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法制

教育报告员到石庄中学、薛窑中学对高一新生开展

遵纪守法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发挥“五老”特殊

优势，帮扶失学、失业、失管、失爱、失足青少年特殊

群体，与失足青少年结成帮教对子３４２对，转化

３１５人，转化率９２％。组织力量调查分析全市网吧

义务监督情况及网吧管理状况，对６０家网吧分布

情况重新造册登记。及时调整、补充网吧“五老”义

务监督员队伍，年内聘请“五老”义务监督员

１８３人。

（田芝华）

·８８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