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组团赴扬州参加第四届中华全国社区文艺会

演，市文联选送的舞蹈《亮剑》、《挂红灯》获金奖。

１１月，在省文联主办、省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二届

舞蹈“莲花奖”大赛中，市文联参赛作品《晚霞英姿》

获银奖，这是如皋舞蹈类参演节目在省内获得的最

高奖项，舞蹈“杏花·春雨·江南”获优秀奖。

【市诗词楹联学会成立】　９月４日，如皋市诗词楹

联学会在市行政中心举行成立大会。南通、如皋相

关领导、专家和诗词楹联爱好者２００余人参加成立

大会。大会选举刘聪泉任名誉主席，蔡国柱任主

席，葛剑南、钱德贵、沈寿高任副主席，葛剑南兼任

秘书长。

【市文联直属协会更名】　１０月，为适应全市文学

艺术大发展大繁荣，便于市文联和如皋文艺家对外

交流，经请示市委宣传部同意，并经市民政局批准，

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为市作家协会，市音乐舞蹈

工作者协会划分为市音乐家协会和市舞蹈家协会，

市美术工作者协会更名为市美术家协会，市书法工

作者协会更名为市书法家协会，市摄影工作者协会

更名为市摄影家协会，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更名

为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市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更名

为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如皋舞蹈首获江苏舞蹈“莲花奖”】　１１月１２～１５

日，由省文联主办、省舞蹈家协会承办的代表江苏

省舞蹈类最高奖的江苏舞蹈“莲花奖”第二届社会

舞蹈大赛在镇江市举行，由市文联组队参赛的女子

群舞《晚霞英姿》获常青组表演银奖和创作银奖。

这是如皋市专业、业余团体首次获得江苏舞蹈“莲

花奖”奖项。１２月，该节目获南通市人民政府文学

艺术奖表演银奖和创作银奖。

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中国文联直属协会会员、

省文联直属协会会员情况一览
　表６２

会员类别 姓　名 工作单位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吴建军 市英田集团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顾海峰 市职教中心

张英明 自由职业

（金福林）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残残残疾疾疾人人人联联联合合合会会会

【概况】　市残联下设镇（区、园）残联２０个、残疾人

专门协会５个，全市现有各类残疾人８．５万人。

２０１１年，市残联获全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工

作成绩显著奖。

扶残助残　年内，在春节和“全国助残日”活动

期间，邀请市委、市政府领导走访慰问贫困残疾人

９６人和市二院、特殊教育学校、江滨医院等残疾人

集中的单位，发放慰问金４．５万元。组织市残联机

关、残疾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走访结对帮扶村林梓

镇蒋殿村残疾人家庭２１户，每户赠送慰问金４００

元。向南通特殊教育学校１７名如皋籍学生和如皋

特殊教育学校５４名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贴２．７６

万元。向２０２名残疾人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

油补贴１２．０１万元。

社会保障　年内，向１８０４名残疾人发放护理

补贴１１１．１５万元。出台《关于向“低保”家庭中重

度残疾人发放重残补贴金的通知》，自７月份起“低

保”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每人按照农村６０元／月、

城镇８０元／月标准享受重残补贴金。按照每个高

中生１０００元／年、高中以上１５００元／年标准向残疾

学生发放教育专项补贴１３．２５万元。

康复服务　年内，安排８６名残疾儿童到各类

定点机构康复训练，机构康复训练率６４％，训练总

有效率９０％。调查全市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

３０５９０人，其中持证残疾人２４７８６人，６月底前将调

查数据录入中残联系统。调查白内障疑似患者

９８６人，确诊４８６人，年内手术１５３２例，其中免费

手术１６２例。调查下肢缺失残疾人６８例，经南通

市假肢站筛查、打样、安装，救助符合安装条件的贫

困残疾人３６例。经南通市残联组织筛查、制作耳

模，救助１３名０～６岁残疾儿童助听器２６只。会

同市二院为全市所有免费服药人员体检、换发免费

服药卡，新增免费服药对象１２６人，免费服药人数

达９６４人。３月，查实全市有康复需求残疾儿童

１３４人，将信息录入省０～６岁残疾儿童信息系统。

５月１５日，举行残疾人辅助器具一期发放仪式，发

放各类辅助器具４８４件，救助３４２人。９月，开展辅具

二期救助项目适配工作，全市上报救助１２２０人。

就业培训　年内，结合就业培训工作，向残疾

·８９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人家庭赠送蚕种纸６００张和波尔山羊羊羔１００只，

总价值６万多元。４月底，在高明、东陈、雪岸三个

传统养蚕大镇举办栽桑养蚕技术培训班，培训残疾

人及残疾人家属１５９人。５月上旬，在林梓镇蒋殿

村举办波尔山羊饲养技术培训班，５０名残疾人参

加培训。

基础建设　年内，调整、补缺各镇残联理事长，

全市２０个镇（区、园）中有１０个镇配备专职残联理

事长。启动市级托养中心改造工程，５个镇级托养

中心建设完成政府发文、资产划拨。５月１５日，市

残疾人综合服务大楼落成。１１月，《加快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

会讨论通过，以皋委发〔２０１１〕９６号文件正式颁布

施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有关部

门贯彻实施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责任分解方案》。

宣传文体　年内，以“全国助残日”活动为契

机，制作专题片《助残就业，点亮未来》，在市电视台

新闻栏目中反复播出。组织开展“绽放生命、共享

阳光”残疾人书画展和征文活动，组织残疾人参加

第八届全国残运会口足书画展演和江苏省首届聋

人书画展。设计、制作反映如皋市“十一五”残疾人

事业发展情况展板参加“人道南通”残疾人事业图

片展，推荐１１篇文章参加“人道南通”征文。全年

在《中国社会报》、《新华每日电讯》、人民网、中国文

明网、中国残联网等媒体发表宣传文章或信息２０３

篇（条）。６月１１～１２日，第四届全国残疾人技能

大赛中，如皋选手获２个全国第一（扎染、蛋糕制

作）、３个全国第二（手工编织、钩针、蜡染）的佳绩。

【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大楼落成】　５月１５日，如皋

市举行残疾人综合服务大楼落成仪式。

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大楼是系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工程，由上海建筑设计院设计，南通六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大楼设计楼高３１．８５米，南北长

和东西深均为３２米，大楼地面８层、地下１层，建

筑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总造价２５００万元。市残疾人

综合服务大楼具残疾人康复、培训、就业、维权等功

能，为全市残疾人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残疾人选手在第四届全国残疾人技能大赛中获大

奖】　６月１１～１３日，第四届全国残疾人技能大赛

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

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总局计３３个

代表团、７８８名选手参赛。大赛中，如皋选手获２

个全国第一（扎染、蛋糕制作）、３个全国第二（手工

编织、钩针、蜡染）的佳绩，获奖总数全省领先。

（谢仁健）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红红红十十十字字字会会会

【概况】　市红十字会为正科级建制单位，现有理事

８１人，其中会长１人、副会长１０人、秘书长１人、

常务理事１１人。现有基层组织１５４个，其中团体

会员单位６２个（其中冠名红十字的医疗机构３

个）。

赈济救助　年内，开展助学助困助医活动，累

计支出扶贫救助款６．２万元。接受江苏省和南通

市红十字会物资总价值１０．１０６万元，其中大米

９６００公斤、食用油８００瓶、棉被３００条、棉袄１００

件、羽绒服２５件，全部用于春节送温暖、“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所有物资发往全市１５个乡镇，受

益人次３０００余人。

骨髓捐献　年内，与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

市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招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活动的通知》，通过市电视台、西祠胡同网站等媒

体广泛征集志愿者，志愿者报名登记８０人，先后有

３名志愿者与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２人完成高分

辨检测。３月，面向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７００多位

学员发放捐献造血干细胞相关宣传资料并展出宣

传板。５月８日，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街头宣传

活动。

卫生救护　全年组织卫生救护培训班２８０期，

培训学员３万多人。年内，为外资企业员工培训初

级卫生救护急救员。在５所驾校常设卫生救护培

训点，开展机动车新驾驶员初级卫生救护训练，在

理论考核基础上，对学员进行心肺复苏和止血、包

扎、骨折固定、搬运四项技术考核。

宣传表彰　５月８日，与市红十字血站在新文

峰大世界门前联合组织开展第６４个“五八”世界红

十字日纪念活动，现场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份，参加

无偿献血３０人。６月１８日，与市卫生局联合召开

全市无偿献血表彰大会，纪念第八个“世界献血者

·９９３·社会团体



日”，回顾总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如皋市无偿献血工作

所取得的成就，表彰雪岸、丁堰、高明、常青、吴窑、

林梓、桃园、东陈、柴湾、长江１０个镇为无偿献血先

进乡镇，表彰近几年获全国、江苏省无偿献血奉献

奖的先进个人９８人。

【第六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　１月７日上

午，如皋市第六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在市行

政中心第五会议室举行，４９名体检合格志愿者参

与血样采集活动。采集的血样送往苏州检验合格

后，血样标本数据储存于中国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资料库江苏分库。截至年底，全市累计参与捐献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的志愿者６５０人。

（董　晖）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慈慈慈善善善基基基金金金会会会

【概况】　市慈善基金会实行理事制，现有理事２４

人，其中理事长１人、副理事长２人、秘书长１人。

２０１１年，募集基金１５７９．９万元，历年累计基金收

入８７９０．６万元；全年助学、助医、济困、扶残等各类

救助支出１６２６．９万元，资助７０７８人次，历年累计

支出基金５１４８．１万元，累计救助４１５１２人。

基金募集　全年募集基金１５７９．９万元，其中，

市慈善基金基金收入２８２万元、镇有基金收入

１９８．９万元、冠名专项基金存入１０９９万元。历年

累计基金收入８７９０．６万元。年内，社会经常性捐

赠、江苏省第二个“慈善周”暨如皋第五个“爱心月”

集中捐赠活动累计募集基金３６７万元，通过“情暖

如皋春节济困”、“圆梦行动慈善助学”等项目劝募

吸纳加盟慈善基金３４万元。培育与发展冠名基

金，新增“博爱助医”、“江中助教”、“神马公益”、“城

南社区济困”４家签约基金，签约总额１２００万元，

年度到账资金３４５．６万元。至年末，市慈善基金会

签约冠名基金１２家，累计募资３３９０万元。

慈善救助　年内，助学、助医、济困、扶残等各

类救助支出１６２６．９万元，接受资助７０７８人次，其

中市慈善基金会基金支出２４６．２万元、镇有基金支

出９３．４万元、冠名专项基金支出１２８７．３万元。历

年累计支出基金５１４８．１万元，救助４１５１２人。通

过吸纳冠名基金，拓展在教育、社区、人文等社会公

益领域内慈善投入。“情暖如皋”春节慰问活动为

１０００户城乡困难居民每户发放大米１０公斤、挂面

７．５公斤、食油１０公升。全年“慈心助医”３６４人，

支出慈善基金９１．２万元。全年助学１１３６人，助学

总额１４７．８５万元，其中，“圆梦助学”对２２７名应届

考入大专以上院校的孤儿、“低保户”家庭学生每人

资助２０００元助学金，对６５９名市内初、高中在读孤

儿和“低保”户家庭高中生每人资助１０００元，定向

和专项基金助学２５０人３６．５５万元。“慈善济困”、

资助敬老院建设、慈善超市充值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慰问特困老党员等活动资助４１００多人次，

支出基金１０４．６万元。通过冠名基金定向资助如

师学生公寓维修，聋哑人特教学校教学器具配置，

江中小学、如中实验室建设，江安周群村修筑农村

“通达公路”等项目，累计投入基金１１８７．７万元。

资助江滨医院收治暴力型和贫困家庭精神病人

２２９人、与市残联合作为３５名下肢缺失的残疾人

安装假肢等助残项目支出１４万元。配合南通市慈

善总会助残行动，将４０辆轮椅车、８０根手杖分发

至各镇敬老院和重点残疾人。

【市慈善基金会在南通地区首家获省ＡＡＡ级资信

评估等级】　１２月２６日，江苏省民政厅发出《关于

第二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的通报》，市慈善基

金会获ＡＡＡ级资信等级。全省获省民政厅评估

等级的社会组织有２８家，市慈善基金会是全省县

（市）级社会组织第二个、南通地区社会组织首个获

得省级评估等级的单位。

【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　年内，市慈善

基金会贯彻落实《如皋市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

善救助实施办法》，在政府出资５０万元基础上，配

资３０万元建立儿童大病救助基金。５月、１１月，为

使慈善救助及时、准确地惠及贫困家庭患病儿童，

在商请各镇民政办全面排查申报基础上，两次与患

儿家庭联系，指导患儿家庭申报救助。截至年底，

全市申报获得资助资格的大病儿童１０９人，年内办

理救助３４人，获得资助２５１４７８元，人均救助７３９６

元，其中常青镇冯楼村一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受助

２３０１４元。

（戴武松）

·０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老老老科科科技技技工工工作作作者者者协协协会会会

【概况】　市老科协下设分会３３个，会员９１０人，其

中高级职称者２０２人、中级职称者４７５人，原局级

以上行政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２３３人。２０１１

年，市老科协工业分会、农业分会、政法分会、教育

分会、财税审分会、丁堰镇分会、石庄镇分会、长江

镇分会被评为南通市老科协先进集体。

组织建设　年内，新建袁桥镇、如皋经济开发

区（柴湾镇）、常青镇３个分会，发展专家型、骨干

型、接力型新会员７０人。调整搬经镇、如城镇等分

会成员，在部分农村分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组织会员参加征文、书

法、摄影、党史知识等竞赛和文艺演出等活动。１０

月，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在各镇（区）建立发挥离

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皋

组发〔２０１１〕１９６号），召开全市镇（区）发挥离退休

专业技术人员作用联席会议制度建设现场推进会。

进言献策　全年完成《如何处理好地方经济加

快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关系》、《全市饮用水应急制供

系统现状及其对策建议》、《再谈如皋市稻米产业面

临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等调查报告２５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分会在“夕阳映江海、晚霞更生辉”

主题实践活动中开展“专题调研献一计”和“三走进

三服务”主题实践活动，提交调研报告２篇，组织老

科技工作者送人才、劳动保障政策进企业，并提出

相应合理化建议。广电分会围绕市文广集团“网络

服务年”主动开展调查，印发社会调查表５０００份，

召开乡镇受众代表座谈会６次，发动３０个分会会

长听取８６０多名会员意见，完成调查报告《全方位

服务用户，努力提高网络服务质量》。财税审分会

论文《实行链式内握防范中小专用设备制造业涉税

风险》，先后在月刊《江苏税务研究》和国家税务总

局《税务研究》第１２期上刊登。３月、４月，围绕如

何进一步发动镇分会服务三农专题，先后到搬经、

石庄、江安、磨头、长江、丁堰６个镇调研。

科普宣传　年内，农业分会深入基层开展科普

宣传和科技讲座５８场次，播放科普广播影视节目

１５场次，发放科普资料２．８万份，受众６．７５万人

次。白蒲镇分会印发科普宣传资料近千份，并制作

“防震减灾”宣传板报到学校、机关和市场等处巡回

展出。市老科协组织编写科普小册子———《桑园生

态循环经济》，印制３０００册发给桑蚕养殖大户。农

业分会到高明镇试验示范、推广“苏秀·青丰”新蚕

种。农业分会与丁堰镇丰茂果蔬专业合作社、森果

公司、圣果公司对口挂钩，推广果蔬栽培新技术。

森果公司葡萄亩产３００公斤，亩收入６０００元，新创

品牌“灵果”向省申报有机食品。南通天龙畜产品

有限公司“优质天然肠衣及其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化

开发”、森果葡萄园有限公司“优质葡萄新品种的研

究与开发”和“科技服务超市”三个项目获市经费５

万元，并获省科技厅立项。上半年，与市科协在如

城孔庙社区继续科普大学试点工作，新开设《防震

减灾》、《少儿家庭教育》、《家庭保健养生》三门课

程，参加考试学员５０人，考试分数均在８０分以上。

４月中旬，文化、医卫、政法等分会送书、送法律、送

健康知识讲座到丁堰镇社区，为村、居民义诊１３７

人，送书３００多册，接待法律咨询近４０人次。１２

月上旬，市委办、市政府办下发《关于创建如皋市社

区科普大学的通知》（皋办〔２０１１〕９８号），在全市各

镇普遍推开社区科普大学创建。

科技服务　年内，农业分会孙加林发明点播

机，申报技术专利５项（发明专利２项，已授权实用

专利３项），种子点播机被省科技厅作为高新技术

新产品，获省优秀新产品奖。科技分会周子泉开发

出热塑性弹性体ＰＰＵ高分子新材料。石庄镇分会

协助镇党委、政府处理市第三包装装潢厂倒闭后资

产流失、拖欠工人工资、土地浪费等遗留问题，盘活

三个改制企业存量资产４５０多万元、耕地１．８公

顷，为陆地方舟落经济开发区提供前置条件。５

月，科技分会组织２０多名会员为如皋市经贸洽谈

会服务，引导和帮助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

展产学研合作，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１２８份。

文化建设　文化分会创作的小品《心碰心》，在

中组部、农业部举办的全国会演７０个参赛剧本中

脱颖而出，编辑的《如皋民间故事》、《千年古刹定慧

寺》年内出版，编撰的《如皋偶戏的传承》（７万字）

经南通市文化局合编发行，为老年体协排练４个文

艺节目在中韩老年人国际文化交流演出中均获金

奖。社科分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发现

一处地下七里大街遗址（地处如城东侧原新民乡地

界内“十里铺”，经查阅资料，疑是春秋时期郧国遗

址，这一发现如被国家文博部门勘测认定，将使如

·１０４·社会团体



皋历史向前推进１０００余年）。

会员工作　年内，印发《会讯》４期。慰问住院

会员、特困会员１９人。２月底，召开第三届四次会

员大会，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３月上旬，组

织会员收看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张政文的国际

形势报告录像。４月初，组织收看收听扬州大学教

授秦兴方关于《江苏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专题

报告录像。６月下旬，邀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许

映亮解读《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与《如皋“十二

五”规划》。７月，邀请粮科院教授纪桂珍作《脂肪

代谢失衡与现代文明病》讲座。９月，分别于如城

镇和丁堰镇举办体育杯和丁堰杯趣味运动会，２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评出一、二、三等奖。１１月

下旬，邀请双林药业集团执行董事汤春华为会员作

《酸碱平衡与人体健康》系列科普讲座。

（张　武）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长长长寿寿寿研研研究究究会会会

【概况】　市长寿研究会是中国老年学学会长寿研

究委员会和科学养生专业委员会、江苏省老年学学

会、南通市老年协会、如皋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的团体会员单位，现有团体会员９８个、个人会员

６５人、名誉会员７人、顾问７人。

组织建设　年内，召开办公会议２次，研究部

署日常工作。分年度、按序时完成市长寿研究会自

２００２年成立以来大事记的编写。７月６日，召开正

副会长、顾问和正副秘书长联席会议，通报上半年

工作情况，传达中国老年学学会召开的长寿之乡持

续发展座谈会精神，明确“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学

术为本，民主办会”发展方向，研究和部署迎接国际

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乡调查团到如皋调查考察准

备工作。１１月２２日，召开二届五次会员大会。

调查研究　年内，继续走访调查百岁老人，重

点全面调查其中１５位百岁老人（最大的１０８岁，最

小的９９岁）家庭状况、个人生活习惯等情况，为进

一步探讨如皋长寿秘诀积累资料。围绕文化教育

对人口长寿的影响探讨如皋长寿因素，形成论文

《试析如皋文化教育对人口长寿的影响》，被中国老

年学学会长寿研究委员会与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政

府联合举办的“健康与长寿高峰论坛”收入《论文汇

编》。进一步探讨如皋人饮食与长寿关系，形成论

文《浅析如皋人的饮食与长寿》，在９月５日国际自

然医学会与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自然医学与长寿养

生”首届中国如皋长寿养生国际高端论坛上交流，

并被收入论文集。探讨如皋宗教对长寿的影响，挖

掘如皋宗教发展历史以及古今宗教人员长寿史实

资料，撰写论文《如皋的宗教与长寿》被《长寿研

究》、《江海文化研究》等杂志采用，并被收入多家长

寿论文汇编。

学术交流　年内，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

３次。９月５日，在国际自然医学会与市政府联合

举办“自然医学与长寿养生”首届中国如皋长寿养

生国际高端论坛，会长刘桂江作《如皋人的饮食与

长寿》演讲，与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国家

中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北京中医药大学传统

疗法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栾永红等长寿养生专家共

同探讨人类长寿奥秘。１０月２４～２７日，赴太原参

加全国第四届科学养生大会暨第五届科学养生学

术研讨会，《试析如皋文化教育对人口长寿的影

响》、《浅析如皋人的饮食与长寿》、《如皋的宗教与

长寿》、《环境与健康》、《处处有寿星，人人能长寿》、

《用五国语言连唱六首歌曲的百岁老人黄士端》６

篇文章被收入《科学养生论文集（五）》，其中《处处

有寿星，人人能长寿》获优秀论文奖，成为大会１０

篇获奖论文之一。１０月２９日，在中国老年学学会

长寿研究委员会与中国长寿之乡河南省夏邑县政

府联合举办的中国夏邑首届长寿文化节———“健康

长寿”高峰论坛上，会长刘桂江作交流发言。

宣传报道　年内，在全国正式发行的刊物《长

寿研究》上发表文章３０篇、照片４幅。《爱心如皋，

源远流长》、《用五国语言连唱六首歌曲的百岁老

人》、《一曲“东方红”唱响央视台》、《风采女寿星，佳

绝冠华夏》、《百岁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执着追

求》、《医学泰斗乡村悬壶济世２０年》等被作为重点

稿件，在封面上作标题提示。在中国老年学学会科

学养生专业委员会会刊《康寿时代》上，每期都有如

皋的长寿研究文章。年初，接待大连市两批老年旅

游团８０多人到如皋进行长寿之旅。９月１６～２０

日，协助中央电视台四套 《走遍中国》栏目组 《长

寿密码》特别节目组采访拍摄如皋长寿风情。９

月１９日，应海门市老科协邀请，会长刘桂江为海

门市老科协２００人介绍如皋长寿历史和现状。１２

·２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月，接受安徽省地级市电视台长寿之乡联合摄制

组采访。

【如皋长寿网开通】　１２ 月底，如皋长寿网

（ｗｗｗ．ｒｇｃｓ．ｃｎ）正式开通。如皋长寿网设置长寿

要闻、寿星风采、养生纵论、古邑寿源、怡情养性、寿

乡探秘６个栏目，是宣传如皋长寿、展现寿乡风采

的又一片新天地。

（吴希林）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老老老区区区建建建设设设促促促进进进会会会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扶扶扶贫贫贫开开开发发发区区区协协协会会会）））

【概况】　市老建会（市扶贫开发协会，以下简称“两

会”）现有镇（区、园）分会２０个、会员小组３８６个，

会员８０００余人。２０１１年，市老建会被中国老区建

设促进会表彰为老区宣传工作特等奖，被大江南北

杂志社表彰为先进联络站一等奖，被铁军杂志社授

予先进工作站称号。

组织和制度建设　年内，全市有１６个镇（开发

区）分会增设农经站、农技站、农机站、兽医站等涉

农单位为分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单位，建章立制，正

常开展工作。各镇分会在村（社区）建立会员小组，

吸收退休村（社区）干部入会，参与社会矛盾调解中

心工作，协调处理社会治安、拆违搬迁等矛盾化解

工作。柴湾镇“两会”会员参与村（社区）调解矛盾

３６４起，成功率９８％以上。如城镇搬迁区域的村

（社区）会员小组参与调解拆违搬迁矛盾１００多起，

成功率９５％以上。

扶贫开发　年内，坚持改革扶贫方式，变过去

的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坚持项目扶贫、助学

扶贫、智力扶贫和科技扶贫“四位一体”扶贫方式。

全年利用省、南通市扶贫开发基金建立示范项目

１８个、扶贫资金１８０万元，吸引社会扶贫资金

６１８．６万元，创造就业岗位３０００多个，受益贫困户

２６００多户，户均年增长３５００元以上，实现脱贫。

联系南通市扶贫基金会、台资协会和申华化工有限

公司分别给予２０名大学生、２４名高中生、２２名小

学生每人每年３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６００元资助，全年

资助总额９．７２万元。各镇分会组织捐款２５．４８万

元，助学扶贫１５６人。资助残疾人５万余元，组织

输送２名贫困初中生到黄桥老区人才培训中心就

读。组织各镇分会，利用副会长轮值制平台，发挥

农经、农技、农机、兽医等副会长单位科技人才

优势，对农民开展科技培训，送科技上门。全年

举办科技培训班３６期，受训农民１８．０６万人次；

举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１６期，受训农民１１．０８

万人次，获技术后转移农村劳动力８．６４万人次。

如城、江安、桃园、柴湾等镇联合涉农部门会员，

对农民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培训。如城、柴湾等

镇专门对失地农民开展岗前培训，为失地农民二

次就业提供技术支撑。全市各镇分会组织会员利

用技术与经验优势与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扶持

贫困户发展生产，疏通销售渠道，结对贫困户

７０％实现脱贫。

调查研究　年内，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组织镇（区）分会专题调查研究。各镇（区）分会针

对镇（区）实际，围绕土地流转、拆违搬迁、民企招

工、园区招商、职工维权等热点、难点问题走访、座

谈，听取意见，集中民智，形成调查报告１８０多篇。

下原镇老建分会（扶贫开发协会）为改变经济薄弱

村面貌，联系市外资金投资大棚蔬菜，流转土地３６

公顷。桃园镇老建分会推荐贫困户劳力就业，并跟

踪维护就业者合法权益，为他们讨薪２万多元。搬

经镇老建分会经协调为２９６０多名农户办理合作医

疗，落实党的惠民政策。３～４月，调研建设更高水

平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８月，调研

各镇分会和会员小组发挥作用情况。

老区宣传　年内，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筹划一系列宣传教

育活动。完成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革命老区情况

调查”如皋部分。与市委党史办联合撰写《如皋第

一个党组织》、《如皋第一支革命武装》、《如皋第一

个民主政权》、《红十四军与江苏最早的县级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中共白蒲区委和白蒲红军赤卫队的

建立及其斗争》并征集相应图片，被中国老促会编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在党旗指引下》收录。

完成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江海分院编辑的《江海

名镇》如皋部分组稿入编工作。利用《如皋老区》内

刊，组织采写、编发《怀念辛亥革命烈士杨桂馨》、

《如皋早期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斗争》、《一座座血

染的丰碑———前赴后继的八位如皋县委书记》、《离

休干部杨银聪同志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的先进事迹》

·３０４·社会团体



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１００周

年文章。与各镇分会召开大学生“村官”、青年学生

座谈会和报告会，组织会员参观红十四军纪念馆。

开展唱红歌、演红戏活动，组织老年文艺宣传队和

京剧票友团体，开展宣传活动，郭园镇老建会组织

节目参加全市会演获优秀奖。做好《中国老区建

设》、《大江南北》和《铁军》发行工作，总订数３３７３

份，比上年增长９．３％。东陈镇、白蒲镇、常青镇和

石庄镇“两会”分会被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授予老

区宣传工作优秀奖。

【市财政增拨扶贫基金４００万元】　９月，中共如皋

市委十一届六次常委会研究决定，增拨４００万元扶

贫基金，用于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此次增拨的扶贫基金进入南通市扶贫基金会

账户代管，使用权属于如皋市扶贫协会。加上市扶

贫基金募捐４３万余元，南通市扶贫基金账户如皋

部分本金额为４４３万多元，该基金将每年增值

１０％以上，用于如皋扶贫事业。

（吕剑鸣）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历历历史史史文文文化化化研研研究究究会会会

【概况】　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４月

３０日。现有团体会员单位１８个、个人会员５９人，

顾问５个，下设白蒲、石庄、丁堰３个分会。设有理

事２９人，其中会长１人、副会长２人、秘书长１人、

副秘书长６人。

组织建设　年内，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被南通市

江海文化研究会和如皋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吸

收为团体会员单位。２月２４日，召开一届五次会

员大会，增选陆小兵为副会长。

资料征集、编研　年内，在全市２０个镇（区、

园）开展农村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石庄、常青、下原、

袁桥、白蒲、林梓等镇完成普查资料及电子文本报

送工作。继续征集红十四军实物资料，核实红十四

军纪念馆馆藏实物资料，充实展览内容。５月，市

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编撰的《红十四军英烈》由解

放军出版社出版，全书４０余万字，收录红十四军时

期烈士８１６人，收录照片４００余张。６月９日，《红

十四军英烈》首发式与红十四军纪念馆开馆仪式同

时举行。在红十四军研讨会上，七位会员的论文入

选研讨会论文汇编，会员蒋文祥、黄天铨在研讨会

上作交流发言。９月，经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协调获

取资金，《如皋方言检字》正式出版，３０余万字。１０

月，根据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江海文化丛书出版

要求，完成《北宋大儒一代宗师胡瑗》书稿撰写。１２

月，协助市政协征编、出版《如皋文史》第２３辑，收

录稿件５４篇，１６万余字，其中，１６名市历史文化研

究会会员撰稿２３篇、６万余字。

进言献策　年内，发动会员，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宣传如皋历史文化，积极

进言献策。全年撰写研讨文章８０多篇在国家、省、

南通市级报刊发表，其中被《江海文化研究》采用

２０余篇，宣传如皋历史文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撰写纪念文章３篇。以纪念辛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为契机，协助市政协建议重建如皋中山钟

楼。协助市委党史办做好如皋县委诞生地纪念墙

画面布置工作。为新建“鲁班祠”撰写布展文稿，从

１０个方面展示建国前如皋建筑史。

（史有生）

·４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