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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镇（花木盆景）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Ｐ４０６

●“万达”商标在全市首个被行政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Ｐ４０７

●顾庄社区获全国文明村称号　Ｐ４０７

●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心如皋试验示范基地落户白蒲镇　Ｐ４１９

如如如　　　　　　城城城　　　　　　镇镇镇

【概况】　如城镇是如皋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

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全镇分为如城工业

区、顾庄生态园区２个区和城区片、东片、西片、南

片４个片，下辖街道４个、社区２３个、行政村１４

个。辖区总面积１１９．３９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９２６

公顷，常住人口１９．０９万人。２０１１年，全镇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１２０．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５％；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３０２８元，同比增长１６％；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６１３１元，同比增长１８％。在全市“百

面红旗”竞赛中，获招商引资、新“六城同创”、服务

业、财政收入等竞赛红旗１６面，被评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镇、南通市绿化示范镇、南通市“五五”普法

先进集体、法治南通合格镇、南通平安铁路乡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

２．８８亿元，新增高效农业４００公顷，高效农业种植

面积占比达７３％。争取上级支农资金２３００万元，

全镇农业综合开发面积达３３３．３３公顷。新增规模

农业项目９个，总投资５．１９亿元；新增一般农业项

目３１个，总投资１．０６亿元。凌青项目区一期建成

苏源水蛭、铭宇食用菌、沪如苗木现代高效农业项

目３个，并获批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保来园艺“蝴

蝶兰生长智能控制技术”和城中园林“彩叶苗木红

叶李新品种选育”项目获省科技支撑。新建社区股

份合作社１１家。全镇各村营业收入总额为

２１９３．３３万元，村均收入７５．６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其中，村级集体收入达２０万元以上的村（社

区）２９个，占比达１００％；收入超百万元以上的村

（社区）１１个。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面达１００％。投资

农田水利建设６５０万元，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修建农桥８座，整治镇村河道３４条，建设农村通

达工程３４公里。顾庄生态园获省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省级现代特色盆景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如城镇

种植业协会粮食类和蔬菜类茼蒿类等４个品种、南

通铭宇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蔬菜类莴苣等６个品

种、市星火蔬菜农地股份合作社蔬菜类莴苣等４个

品种被认定为省级无公害基地。镇农业服务中心获

省农委百强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省农委科普宣传先

进单位、南通市诚信经营单位等称号。镇花木生产

基地被评为南通市级特色产业示范基地，顾庄社区

被评为全省１３个最具魅力休闲乡村之一，钱长村、

大明村被评为南通市级现代农业示范村。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工业增加值４６．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完成工业应税销售５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

２６．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６１％。规模企业总数为

７６家，其中亿元以上企业１３家。实现服务业增加

值７１．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８％；完成服务业税收

４．３１亿元，超额完成市交任务。新增规模以上服

务业项目１８个。完成规模工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３０．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实现注册外资

１４０４６万美元、市外民资１２．０５亿元。完成技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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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３４．６１２亿元，其中，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３０．０７亿

元，同比增长５％，实施规模项目８１个。北上海汽

配市场（总投资１２亿元）、天文望远镜（总投资

３０００万美元）、启程服饰（总投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等

项目相继落户如城镇，中国长寿城（总投资４０亿

元）、月星国际家居建材博览中心（总投资３０亿

元）、浙商三农（总投资１５亿元）、海力达汽车维修

机械（总投资２亿元）、泰尔佳服饰（总投资１．６亿

元）、润远船舶配件（总投资１．２亿元）等项目开工

建设。全年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１３０项，立项

６９项。申报专利４８６项，其中发明专利３４６项。

天南电力器材“特高压线路防滑间隔棒”项目获国

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神马电力“交流电压高于

１０００伏变电站用电站支柱复合绝缘子”重要技术

标准获省科技支撑，昌癉ＣＳ１３０、ＣＳ１１８型全张多

色印刷机填补国内高档全张印刷机制造空白，大生

线路器材、力威机械、万达特种轴承、英田集团获批

省创新型企业，九鼎新材成为省新型玻纤复合材料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盟主。全镇新增南通名牌

４家。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万达商标成功

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实现全市行政认定中国驰名商

标零突破。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完成新农保参保３３１１４

人，征收保费１８００．５万元，均超额完成市交任务。

被征地农民保障累计进保５１００人，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１０５％。村居集体经济组织“两库”（成员数

据库、土地数据库）建立实现全覆盖，初步完成镇属

重点工程用地范围内“两库”的建立、土地分类和资

金测算工作。新建城东、长巷、秀水、蒲行、陆桥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５个，实验小学全面建成并投入使

用。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５９９个基药品种全部

零差率销售，人均医药费用同比下降４７％。新农

合参合８１６３０人，实现全覆盖。适龄儿童甲肝、乙

肝、麻疹、流脑等疫苗接种率均达９５％以上，传染

病防控监测报告达１００％。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率、

期内综合避孕率、知识知晓率均达１００％。市、镇、

村（社区）三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网络实现全覆

盖。实现数字电视主城区、农村地区入户率分别为

９５％、９０％。新增绿化造林面积５７．３３公顷，２１个

村（社区）全部达到绿化合格村（社区）标准，全镇林

木覆盖率为２６．５２％。

园区建设　年内，全镇完成基础设施投入

２．５４亿元，形成大寿星路、解放路东西延、宁海路

东延、旺源路、怡年路、中小企业园路网框架。东部

污水处理厂正式运行，西区８万平方米标准厂房项

目吸纳村（社区）等入股进驻建设。国际汽车城园

内道路一期全线完工，二期开工建设，通用别克、长

安福特、悦达起亚、一汽丰田、通用雪佛兰、上海大

众６家４Ｓ店建成营业，北京现代、荣威、名爵、克莱

斯勒４家品牌４Ｓ店开工建设。至年末，顾庄生态

园入口广场建设接近尾声，游客接待和商务中心实

现封顶。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顾庄社区获

全国文明村称号，大明、十里、孔庙、长巷、花园５个

村（社区）获省文明村（社区）称号。继续弘扬赵小

亭精神，建立镇村两级志愿服务队伍，２０１０年在支

教期间遇难的武汉大学如城籍学生赵小亭当选为

省第三届道德模范。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和如皋撤县建市２０周年，举办“激情红歌，唱响如

城”大合唱比赛，全镇干群广泛参与。承办市级人

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１０件，办结率、答复率

均为１００％。办理“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交办事项

５２８件，群众满意率达９０％以上。深入开展“六五”

普法活动，新增省级民主法治建设示范社区２个（陆

桥村、十里社区）、南通市级民主示范社区１个（宏坝

社区）。全年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４０２起，调解成功４０１

起，成功率９９．８％；审查司法救助２０件，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５０件。如城镇司法所获省优秀司法所称号。

【如城镇（花木盆景）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　８月２２日，农业部公布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名单，如城镇（花木盆景）名列其中。

如城镇现有如派盆景、钱长草坪、龙游河桂花、

安定珍珠黄杨、乡土树种５个专业研究所，盆景制

作、腊梅研究、盆景、苗木、草坪销售等各类协会和

合作经济组织１５个，大型盆景、苗木、草坪交易市场

２家，农业旅游观光企业４家，盆景、苗木生产企业和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１３２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１家

（南通城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二级资质企业３家

（如皋花木大世界绿化工程公司、如皋市梅源园林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如皋市风景园林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三级资质企业１２家。全镇现有盆景、苗木、草

坪经纪人２８００余人。年内，全镇花木种植总面积

３５３３．３公顷，其中，高档盆景花木种植面积７０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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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精品鲜花５６０公顷、大树古树３１３．３公顷、彩色树

种３５３．３公顷、草坪基地７３３．３公顷、特色桂花３８０公

顷、绿化工程苗木４２６．７公顷、水产面积６６．７公顷。

花木种植核心区１７３．３公顷，分布在顾庄、安定、龙

游河、大明、凌青等村（社区），安定、大明为高档苗

木盆景，凌青为高效设施示范区。２０１１年，如城镇农

业主导产业盆景、苗木、草坪、盆景草坪实现总产值

７５亿元，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７１．４３％。

【全市首家基层党校在如城镇孔庙社区成立】　９月

１５日上午，全市首家基层党校———中共如城镇委

员会党校孔庙社区分校揭牌成立。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许映亮以“国内外发展形势”为主题，为社区

５０多名党员上了一堂党课。

年内，孔庙社区党校组织社区党员学习交流４

次，并开展唱红歌比赛、参观红十字军纪念馆、周恩

来纪念馆等实践活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到如城镇考察】

　９月３０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

员韩俊一行到如皋镇，考察钱长草坪基地、顾庄生

态园和东方盆景园。

【“万达”商标在全市首个被行政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　１１月２９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发布中国

驰名商标认定公告，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持

有的“ＷＡＮＤＡ”（万达）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实现如皋市行政认定中国驰名商标零突破。中

日合作企业———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原如

皋市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始建于１９６９年，占地

６万平方米，有标准厂房２．５万平方米，专业制造

轴承具，技术设计采用国际标准，在产品研发、品质

管理、营销服务上与国际惯例接轨，被认定为省高

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叉车专用滚轮、链轮被评为省

优质产品，自行研制的双硬度滚轮、渐变硬度轴承

获国家专利，无保持架、无装球缺口满球轴承填补

国内空白，获省科技进步奖。产品出口欧美、东南

亚等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江苏万

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获中国工业车辆优秀配套件

供应商称号。

【顾庄社区获全国文明村称号】　１２月２０日，中央

文明委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表彰

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区）、文明村镇和文明单位。

如城镇顾庄社区被表彰为全国文明村。

顾庄社区位于市区南郊，２０４国道、如港公路

穿村而过。该社区有居民组１７个，耕地面积１３０

公顷，“家家种植花木，户户蟠扎盆景”，花木种植实

现全覆盖。社区拥有国际盆景大师１名、高中级花

木盆景技师１２０多人、花木经纪人３４８人，盆景作

品多次在国际、国内盆景大赛中获奖，绿化园林工

程覆盖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社区依托现有农家园

林，形成以花汉民古董艺术陈列室、焦桂明盆景茶

艺楼、王新民农家乐花园等为主要框架的“一室一

楼四园”观光旅游格局。社区环境优美，人民生活

安康，处处呈现出文明向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曾

获国家生态村、中国花木之乡、省文明村、省卫生

村、绿色江苏模范村、省巾帼示范村、省农家书香示

范村等称号。２０１１年７月，省农委公布全省１３个

乡村为２０１１年“江苏最具魅力休闲乡村”，顾庄村

榜上有名。

（吴晓黎）

２０１１年如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６３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２０９７９９　 　 ２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８１６２ 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９３５８９　 　 ８８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９６０００ ４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３７８１　 　 ３９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０５７４７０ ８２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８２２１　 　 －２ 各类汽车 辆 １８８５３ ３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５７９３７　 　 ２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６５９ ３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４．９９６　 －９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７６ ５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３４．３８０７ －１２ 科技人员 人 ３２０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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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３－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５６４ ７ 中小学校 个 １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７９４ ４８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８０６９ ２２

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８２ ２ 在职教师 人 ２７３８ ２５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８２ ２ 医院 个 １０ １１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１７６９７９ １０ 卫生室 个 ８８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４５９２３ －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８１ －５３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９ 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４６１２０ －１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３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７４５ ５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８１０３６２ ３８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７０１８８ －２２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７１８４８ －２５

三产实体 个 １７７４５ 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６１３１ １８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５５０４５ ６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３ 持平

２０１１年如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６４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大殷社区 薛森林 薛森林 ２６ ４１０２ １９３ ５６８６４ １７４２３

新民社区 薛华山 蔡建明 ２４ ４３６０ ２１５ ５４２６６ １６３７３

方 庄 村 朱建明 朱建明 ３１ ４３７３ ２８９ ５８７９９ １５１９１

凌 青 村 高书华 高书华 ２５ ４３５３ ２６９ ５１０８０ １５２０３

陆 桥 村 苏爱国 苏爱国 ２３ ４２３７ ２２９ ５６２６６４ １６３０６

阚 庄 村 刘松志 刘松志 ２９ ４１７６ ３２４ ４５７６３ １５４６０

邵 庄 村 薛 华 薛 华 ３０ ４１６４ ３００ ４２６２０ １５８７８

十里社区 何 宏
! ３４ ５５１２ ３０１ １０３０７４ １７９１６

纪庄社区 纪昌俊 纪昌俊 ２５ ４３６０ １７６ ４５６３４ １８０００

顾庄社区 明正奎 明正奎 １７ ３２４０ １３０ ３６０１６．４ １７９６８

新 官 村 吴 健 吴 健 ２０ ２６２８ ２２０ ４３９２２ １４６９６

沿 河 村 许映山 韩长健 ２４ ３２５９ ２３６ ３７８８４ １４８７９

长 港 村 冒国平 朱正元 １９ ２５５４ ２３５ ３０９０１ １４４２４

老 南 村 冒兴华 冒兴华 １８ ２４３０ １８５ ３０１２８ １４０５８

钱 长 村 钱晓彬 钱晓彬 ２４ ３５５０ ２８３ ４２４７７ １３９７８

贺洋社区 刘俊富 胡恩明 ２６ ３５６７ ２５４ ３５９４２ １５７０２

龙游河村 彭书进 彭书进 ２１ ３２２０ ２５０ ３４８８５ １６３８１

安 定 村 钱小平 钱小平 １９ ３０３４ １５７ ３６６６１．６９ １４６６７

大明社区 孙学梅 郝维林 １９ ３３０６ ２３８ ４２５００ １６２６４

宗 岱 村 范大华 范大华 ２３ ３１７３ ２０９ ３６４０２ １４１９４

光 华 村 范广建 范广建 ２１ ３５１８ ２３３ ３７９０５ １５９６３

雪雪雪　　　　　　岸岸岸　　　　　　镇镇镇

【概况】　雪岸镇位于如皋市东北部，东临如东、北

接海安，素有鱼米之乡、勾衣编织之乡、建筑之乡、

茧丝绸之乡美誉。全镇总面积５２．３６平方公里，镇

区面积６．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２８６．５公顷。下

辖行政村３个、社区５个，总人口３．６８万人。２０１１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０％。

实现 财 政 收 入 ４３０９．７７ 万 元，占 年 计 划 的

·８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１０２．６１％，同比增长３３．１％；完成一般预算收入

２０３８．３１万元，占年计划的１１６．５％，同比增长

２８．７％。２０１１年，被表彰为南通市安全生产先进

集体，如皋市书记大接访先进集体、节能减排先进

集体、社会保险扩面先进单位、卫生工作先进集体、

计划生育先进集体、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工作先进集体，获二、三季度全民创业

过程考核奖和引进市外民资大项目开工奖。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完成农业投入１．３亿

元，其中规模项目投入９５００万元，打造设施农业、

园区农业、高效渔业、休闲农业，形成以有机稻米、

特色药材、高效果蔬、高效渔业为主的现代农业新

框架。新增土地流转面积６８０公顷，占年计划的

１７０％。新增万富千亩白鲳、雪居特色千亩药材高

效农业园２个。雪洪村有机稻米基地增资扩建，凌

云社区建成４０公顷的低碳草坪高效设施农业，刘

亮村建成２０公顷的园源休闲农庄。围绕“四有”合

作社建社标准，新建芦根香渔业、地道药材、惠益植

保专业合作组织３家，规范提升凌东蔬菜、洲源稻

米、南居土地股份、惠民农机、剑龙蚕业５家合作社

的管理水平。全镇合作经济组织累计为１８家，连

接基地６５３．３３公顷，带动农户１．５万人，全年组织

培训１．３万人次，全镇农户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获

取的收益占总收入的３５％以上。投入１１２万元，

整治三级河１条（跃进河）、四级河（含家沟家塘）１２

条。结合友谊、凌东两个灌区的小型水利配套建设

项目，新建车口８座、防渗渠３２余公里。

工业经济　年内，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４．０１６８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９５２８亿

元。全镇完成规模工业产值１４．９亿元、规模企业

利润 ５２０５ 万元，规模工业实交税金增幅达

２７．０２％。新增注册商标２个（芦根香、雉凤源）。

工业新增装机容量２５００千伏安。完成全部工业投

入４．２亿元，规模工业项目投入３．９亿元，技改投

入２．４０６５亿元。全年新开工工业项目１０个，新进

企业总投入１．２４亿元。完成市外民资１５０１５万

元。整理核心区土地２０公顷，完成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３１５０万元，园区内实现“七通一平”（通给

水、通排水、通电、通信、通路、通燃气、通热力以及

场地平整），形成机械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

新材料与现代纺织服饰 “五位一体”的产业分布

格局。

小城镇建设　年内，全镇完成旧镇改造搬迁

３．９６万平方米，基础设施投入１３００万元。房地产

开工面积３．６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３．６万平方米，

房产税收实现零突破。在全市城镇化“十个一”功

能建设“十星级”争先创优考评活动中，获一个靓丽

的镇区入口、一个宜居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一条繁

荣的核心街区、一个多功能的文化中心、一个完善

的工业集中区５颗星。采用ＢＴ、ＢＯＴ模式，推进

占地１．７３公顷的生态公园和建筑面积为５．６万平

方米的镇级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在东西镇区分

别规划建设污水管网２．８公里、５．６公里，重新布

线、整体维修镇区原有路灯１６０盏，镇区实现全面

亮化。新建道路绿化池３６０个，全面由盆景式向树

栽式升级。镇公安、广电大楼先后开工建设，商贸

小区竣工，由昌盛建筑公司投资超亿元建设的９层

商务大楼主体竣工封顶。全镇首家房产开发项

目———育贤花苑商住楼封顶，建筑面积为１．８万平

方米。集贤小区一期工程竣工，建筑面积为１．２万

平方米。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建成通达工程７．６公

里，协助完成市级道路（原李平线）提升强度３．６公

里。全年落实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１６万元，农

业保险理赔补贴２４万元。落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８１万元，修建水泥路３条计７．５５公里。全年新增

养老保险１６９人、失业保险１３０人、医疗保险１５８

人、工伤保险１４７人、生育保险１１６人。完成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５２０人、农民创业培训３６０人，劳

务输入６８人、输出１１６人，就地转移３６１人。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全覆盖。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推

进雪北小学、南凌小学综合楼和南凌幼儿园建设。

新发展数字电视用户１０５０户，对万富社区、雪岸社

区２个社区实施光缆改造，为刘扬村、凌云社区、雪

洪村３个村（社区）安装调频高音喇叭４０多组。全

镇服务站进中心率达８０％，其中雪东、雪洪、凌云、

刘扬、万鱼５个村（社区）建成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站。在世代服务中心内建成“亲亲宝贝”游泳馆，

提升世代服务档次，连续１１年获市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先进镇称号。１０月，实现区域供水，全镇群

众喝上优质长江水。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实施领导干

部述法，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开展

“六五”普法活动，法制驿站实现全覆盖。建立和完

·９０４·镇区概况



善政府、部门、企业“三位一体”的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推进交通、食品、药品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全

面加强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监管。雪岸社区

等８个村（社区）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雪岸

社区、雪洪村、刘亮村、南凌社区、刘扬村５个村（社

区）获南通民主法治村称号，雪东社区、万富社区、

凌云社区３个村（社区）获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称

号。全年受理各类矛盾纠纷１５７起，调处成功１５６

起，调处成功率９９％，镇调处中心被市政府表彰为

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大社会综合治理力度，全

镇治安呈现出“一降三升”（刑事发案率下降，纠纷

调处率上升、案件办结率上升、人民满意率上升），

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高。

（范存逸）

２０１１年雪岸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６５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３００００　 ３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５２ ４．４５

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１４６３　 １２．４３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９３０９ ２．３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４３０９．７７ ３３．３１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１００ ５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２６６２ －２．８ 各类汽车 辆 １５８０ 持平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２９１１ ０．６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２２．４ ６．４３

年出栏生猪 头 ５１２３６ －１５．５ 科技人员 人 ３１５ ０．６４

年出栏家禽 羽 ７０１８８８ －０．２８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２２ ５．１７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１４３３ －７．７９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６２ ３１ 在职教师 人 １４１ －４．７３

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９ ７．１９ 医院 个 ２ 持平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９ １７．８２ 卫生室 个 ９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５６２５６ ６．５５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９２８９ ２３．０５ 电话普及率 ％ ９８ 持平

完成技改投入 个 ７ １６．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８ １．１５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５７５０ １４．９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００５ ８．１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７２０００ ９．０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４５１０２ ７．１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４３０２ １．４

三产实体 个 ４２ 持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３３８７ １６．４３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３９８８ ７．８１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８ 持平

２０１１年雪岸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６６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雪东社区 焦晓斌 祝建梅 ２７ ３９０６ ２８５ １７４９１ １３８１７

雪 洪 村 张　云 张友山 ２７ ３５１４ ２１１ １８２０５ １２４８０

雪岸社区 崔怀林 崔怀林 ３３ ５２５６ １８７ ３４４２７ １３９９０

刘 亮 村 田兴云 季从宽 ２５ ３３２７ ２５７．５ １６６０１ １２３６２

刘 杨 村 陆晓高 范存琪 ２７ ４３３７ ３１７ ２１０１６ １２０３４

凌云社区 范广宏 范广宏 ２４ ３７２３ ２８７ １９５６９ １３９７５

南凌社区 季本山 季本山 ２２ ３４０７ ２７４ ２０１８７ １３９２３

万富社区 王立中 周　杰 ３５ ６４０４ ４６８ ３４８２５ １４００９

·０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东东东　　　　　　陈陈陈　　　　　　镇镇镇

【概况】　东陈镇位于如城镇东郊。总面积６４平方

公里，镇区面积９．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４４９．８公

顷。辖社区７个、行政村８个，总人口４６１７２人。

２０１１年，全镇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５６亿元，同

比增长３６．６％；一般预算收入７０４８．８８万元，同比

增长５６．６％。２０１１年，在全市“百面红旗”竞赛中

获招商引资、全民创业、服务业、财政收入、建筑业

等竞赛红旗９面，获市文明镇、引进市外民资先进

集体、专业特色园区转型升级先进集体、土地复垦

整理先进集体等奖项２９个，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

获全市一等奖。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东陈镇委托南京农业

大学规划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项目区覆盖杭桥、范

桥、山河、汤湾、蒋宗５个村（社区）。新建、扩建农

业项目１８个（其中获市验收１５个），总投入１．３４

亿元，其中规模项目农业４个，投入０．８７亿元。双

群观赏鱼基地被省农业委员会列为特色产业规划，

并获省水产技术推广站奖励。全年整治三级河１

条（北徐马河）、四级河２０条，总长１５．６公里。新

建泵站４座、防渗渠２２公里。全年土地流转７３６

户，土地流转面积１２６公顷。

工业经济　年内，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４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２％；实现规模工业利润２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５％；完成规模项目投入１１．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６％。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４８８３

万美元，占全年目标１８７．８％；实现到账外资１６０５

万美元，占全年目标１０７％；引进市外民资４．５６亿

元，占全年目标１２３．４％。引进新项目１０个，总投

资５．２５亿元，均于年内开工建设，其中，瑞格迪再

生资源总投资１．２亿元，思瑞机器总投资１亿元，

顺邦化纤总投资１亿元。金泰来、久源传动、康升

金属、文明运动用品等８家企业年内投产，完成应

税销售１．２亿元，实现税收４００多万元。全年新增

私营企业３０３家、个体工商户４６６户。新增省级研

发中心１个（双马生物质油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增赛孚机械、新空间、康升金属材料３家亿元企

业，双马集团实现应税销售突破２０亿元。双马化

工、大辰建设２家企业进入全市纳税百强榜。１２

月，经省科技厅批准，江苏省双马生物质油脂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小城镇建设　年内，高起点编制完善镇区整体

规划，为提升东陈形象提供科学指导。立足旧镇区

搬迁改造，盘活存量建设小城镇，小城镇建设考核

名列全市第一。“万顷良田”安置区一期１４幢１０

万平方米的滨湖小区开工建设，３幢１１层的丽水

花园和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的东郊花园二期相继

封顶。新东线拓宽工程主体完工。投入近２００万

元，改造升级村道路６条。投资２３０万元，铺设燃

气管道１３公里至东郊花园。完成污水管网延伸铺

设１．４公里。投入２５０万元，新建东陈增压站，新

铺设自来水主管网１５公里。在全市城镇化“十个

一”功能建设“十星级”争先创优考评活动中，获一

个靓丽的镇区入口、一个贯通的镇区路网、一个繁

荣的核心街区、一个上档次的商务宾馆、一个高标

准的农贸市场、一个宜居的农民集居区、一个精致

的商品房小区、一个完善的工业集中区８颗星。出

让土地１４．２公顷，完成房地产税收２２１１．３２万元，

双居全市第一。大辰建设集团发挥国家一级资质

优势和建筑工人技术优势，年纳税总额超过２０００

万元。１０月，全镇第一个农民安置区———“好民

居”全面建成交房。年底，３幢１２０套的双马人才

公寓建成并交付使用。

社会事业　年内，投资４００万元建成东陈中学

标准塑胶操场。成功改制东陈幼儿园，撤并丁北初

中至东陈初中，形成“一所中学、两所小学、两所幼

儿园”教育格局。中小学素质教育评估获全市二等

奖，东陈初中中考成绩列全市农村乡镇第二名。全

面启动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尚书村、杨庄社区、汤

湾村３个村（社区）建成省级卫生村（社区）。投入

１２万元增建水冲式公厕１所、增设环保型果壳箱

６２个。全镇有省级标准村卫生服务站９个，新农合

参合４１７７３人，实现全覆盖。全年完成绿化造林３０公

顷，新建农田林网４００公顷。优化敬老院条件，应保

尽保，镇民政办被评为南通市优质办理民众诉求先

进单位，石池村被省民政厅评为民主管理先进单

位。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９７００多户，覆盖率达９２％。提

出文化强镇战略，加大文化建设力度，投资１２００万

元开工建设占地２公顷的雉水河生态公园，打造以

棋隆会展为特色的文化产业基地。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深入开展党员“三

创三争”（“三创”指创业、创新、创优，“三争”指争当

·１１４·镇区概况



单位优秀、争当行业优秀、争当年度优秀）、政治日

谈话、“三解三促”、党员“政治生日”关爱激励等活

动，进一步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提升党员干部落

实力。“三创三争，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项目获

市委组织部年度组织工作优秀创新创优项目。投

入１００万元构建技防镇，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

９５％。全年办理“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交办事项

６０件，办结率１００％，满意率达９３％。９月２３日，

组织文艺节目在如皋市安定广场演出，参演人数达

１６０人，时长１２０分钟，观众约５０００人。

【新空间民乐团创始人曹建国参加维也纳国际青少

年音乐节演出】　７月，在奥地利第五届“至高荣

誉”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上，１１个国家３０支

乐团参加演出。东陈镇新空间集团董事长、新空间

民乐团创始人、民乐艺术家曹建国作为上海学生民

乐团艺术顾问和客席指挥，随团先后参加在维也纳

金色大厅、市政大厅和巴特塔斯曼斯道夫举办的专

场庆典演出和公益性演出，为促进民族音乐走向世

界发挥积极作用。在音乐节上，曹建国所在上海学

生艺术团民乐团获杰出表演奖。

【全省首家“快付通”受理点揭牌】　９月６日，全省

首家“快付通”工程（市民卡）受理点在东陈镇尚书

村品德超市揭牌。“快付通”是如皋农村商业银行

与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联名定制发行的“圆鼎·长

寿卡”，该卡与如皋农村居民使用的“涉农一折通”

存折实行对接，包括“五保”供养经费、最低生活保

障、农资综合补贴、计划生育扶持资金、生猪保险等

十多种涉农补贴、补助资金均通过该卡发放。市农

商行在全市择优挑选首个工程受理点———尚书村

品德超市，安装“快付通”专用机具，为村民提供“圆

鼎·长寿卡”小额取现、消费、转账、查询等服务，突

破农村支付结算渠道短缺瓶颈，加快推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

【东陈镇首个农民集中安置房———“好民居”交付使

用】　１０月，东陈镇 “好民居”农民集中安置居

住房交付使用。这是全镇首个交付使用的农民集

中安置区房，主要安置镇区和 “万顷良田”工程

搬迁户。“好民居”由镇政府投资４０００万元，南

通福友置业有限公司开发，总建筑面积３万平方

米，７幢２７２套，其中居住房１８６套、商业店面

８６套。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３月开工，２０１１年４月底

前全面封顶。“好民居”的交付使用对东陈镇加快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并进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周锦旭）

２０１１年东陈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６７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２２０００　　 ３３．７３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３８０ ６．１５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５５６９．７３ ３６．５２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２６４０ ９．７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１６４８ １３．０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５８００ ２０．８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４１３１ ５．９７ 各类汽车 辆 ７８５ ４９．５２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２０４０ ４．９９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３６ ３．５６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８．１ ５．１９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４６ ２．２２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１２ ３３．３３ 科技人员 人 ４７３ ０．６４

水产品产量 吨 ９９８ ６．７３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８９ ８．０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４７０ １１．６６

工业企业 个 ７０８ ４．１２ 在职教师 人 ２２２ ２．３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４６５ ４．０９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６０７１７ ６．５０ 卫生室 个 １５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４２９８６ １２．１５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５ －７．８９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５ ０．３１

·２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续表６７－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６７３８４ －１１．３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２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６５０ －３８．７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０１８７ ２１．０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４２２２０ １３．９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６３３６ －４．２１

三产实体 个 ２４８０ ０．５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８８８ １６．３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８６７８ １．３４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９ 持平

２０１１年东陈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６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洪 桥 社 区 蒋正松 冒秀忠 １６ ３０４２ ７７．６７ ３３５２４．０ １５９４２

杨 庄 社 区 冒殿明 薛如华 ２２ ３１０６ ２８３．４０ ２７６９６．１ １４１４７

汤 湾 村 汪正荣 何银生 ２７ ３２３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３４２０．０ １３８３９

山 河 社 区 邱宏波 秦宝山 ２３ ３０３０ ２１０．４７ ２６２１１．０ １５６２０

杭 桥 村 薛伯林 张广田 ２１ ２５３８ １９３．８０ ２０２８０．０ １３９１６

蒋 宗 村 张勇军 蒋爱建 ２０ ２６４５ ２０７．７３ ２５１３４．０ １４９５３

范 桥 村 隋 勇 徐吉建 ２３ ３０１６ ２０５．６０ ２７６００．０ １４９４４

尚 书 村 陆海峰 薛宏如 ２０ ２６７７ ２７６．６０ ２８６６５．０ １４８２９

北 庄 村 薛建华 薛伯林 １８ ２０２０ ２２６．００ １７１２４．０ １３９８０

南 庄 村 薛福如 李世明 １９ ２３４７ ２６７．９３ ２０３９３．０ １４５７６

冯 堡 社 区 李爱国 戴伯萍 ２３ ２９０２ ２６８．００ ２４８１３．０ １４０６３

石 池 村 徐俊来 张 建 ３０ ３７４１ ３６６．８０ ２９４７１．７ １４５０５

徐 湾 社 区 韩国强 潘海燕 ２３ ３１０１ ２３９．３３ ２１６４４．０ １４３０２

南东陈社区 高张生 李明山 ２５ ３５１８ １９３．３３ ８４０００．０ １７８５１

双 群 社 区 戴 峰 薛文全 ２１ ２６８７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８６８．０ １５００９

丁丁丁　　　　　　堰堰堰　　　　　　镇镇镇

【概况】　丁堰镇地处如皋东大门，是全国环境优美

乡镇、省卫生镇、省重点中心镇，总面积７０．４８平方

公里，镇区面积２．３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１３３公

顷。辖行政村５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４２８７人，其

中农村人口４．７２万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

核列全市第六，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综合排名列全市

第一，外资外贸工作列全市第一，发展民营经济、引

进市外民资、科技创新列全市第二，新型工业化、小

城镇建设列全市第四。在全市“百面红旗”竞赛中，

获招商引资、全民创业、小城镇建设 “十星级”考

评、更高水平小康建设４面红旗，并获市文明镇、

统计工作先进单位、政协工作先进镇等奖项

１１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新增项目农业２１

个，总投入２．２１１亿元，占年计划２４９％。逐步

形成以丰茂果蔬为核心的２２６线高效设施产业板

块、以森果农庄为核心的３３４线乡村旅游产业板

块、以春晖苗木为核心的新东线花木草坪产业板

块、以刘海稻米为核心的有机稻米产业板块四大

现代农业板块。天龙畜产品公司新建精品肝素钠

生产厂房４０００平方米，并申报省农业龙头企业。

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综合利用技术示范推广项

目获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整治三级河道１

条、２公里，四级河道１２条、１２公里，总动土

３６万立方米。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工业应税销售

２７．９７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完成２７．８６亿

元。实现工业实缴税金１．２亿元。完成注册外资２７５０

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１５１６万美元，完成进出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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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１．２亿美元。引进市外民资４７３５０万元，年内返乡

创业能人４５人。新增江苏里高家具有限公司、南通

博客家纺有限公司、南通宜雅纺织有限公司、市富

纺织造有限公司、市海容纺织有限公司５家规模企

业，新增市亚雅油脂有限公司和市广联金属材料销

售有限公司２家服务业规模企业。江苏恒康家居科

技有限公司进入全市纳税前十强，南通泰利达化工

有限公司、市丁堰纺织有限公司进入全市纳税前５０

强，上海制皂（集团）如皋有限公司进入全市纳税前

１００强。全年培植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南通

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南通恒康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５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工业产值的５０．７％。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７

家，其中省级２家（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制

造集团如皋有限公司）、南通市级７家、如皋市级８

家。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合作的院士

工作站、上海制造集团如皋有限公司与安徽大学合

作的研究生工作站分别建成。全年申请专利１９６个，

其中发明专利５３个。成功申报南通市级以上扶持项

目３４个，占年计划的１４４％。其中，南通天龙畜产品

有限公司“优质天然肠衣及其附加值产品产业化开

发”项目获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立项，“天然肠衣及其

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废水资源化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项目获国家科技富民强县滚动支持。全年

高新技术项目投入６．９亿元，产值４０．６４亿元，科技

创新工作在全市名列第二。

小城镇建设　年内，在小城镇“十个一”功能配

套建设中，一个完善的工业集中区（丁堰镇高新技

术工业集中区）、一个高标准的农贸市场（丁堰永兴

农贸市场）、一个上档次的商务宾馆（南通泛亚大酒

店）、一个宜居的农民集居区（皋南农民集中居住

区）、一个多功能的文体中心（丁堰镇文化站）、一个

靓丽的镇区入口（３３４省道镇区入口）、一个繁荣的

核心街区（丁堰镇丁新路、团结路商业区）和一个精

致的商品房小区（华盛苑小区）８个项目通过市级

验收。伯衡置业有限公司、苏通大厦（九层）主体工

程、天通阳光花园项目二期、新便民服务中心和环

东路、环西大桥、环西路基本建成。丁香路加紧施

工建设，经营性土地出让面积超１３公顷。１１月２６

日，浙江好又多大型综合超市开业。

社会事业　年内，在红桥村集中居住区建成全

市首家生活污水处理净化站，皋南社区等７个村

（社区）成功创建省卫生村。全年完成绿化造林面

积３８．６７公顷。丁堰镇幼儿园成为全省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现场推进会的观摩点，丁堰镇中心初中成

为南通市第五批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之一。丁堰

镇获省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办公室）示范单位、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称号。各村（社区）均建

成“一站式”服务大厅。全镇数字电视普及率

８８．３％，卫生服务体系覆盖率１００％，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覆盖面 １００％，村委会依法自治达标

率１００％。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建立健全大

学生村干部镇、村（社区）帮带制度，考察考核制度，

谈心制度，考勤制度，工作日志、工作例会制度，述

职评议与汇报制度六项管理制度。刘海村、茄儿园

社区被评为南通市文明村（社区），镇企业服务中

心、丁堰小学、丁堰纺织有限公司等１９家单位被评

为市文明单位，赵明村、红桥村、刘海村、茄儿园社

区新堰社区被评为市文明村（社区）。社会矛盾大

调解工作调解成功率达９５％以上。福来法治驿站

引领全镇１２家法治驿站发挥作用，同期相比社会

矛盾纠纷发案率下降１９％。与白蒲法庭协作，建

立民商事案件诉前调解机制，有效压降民事案件起

诉率。赵明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市优秀人民调解

委员会。丁堰镇被评为市书记大接访先进集体。

新堰、鞠庄、皋南、凤山被评为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其余９个村（社区）被评为南通市民主法治示范村。

成功举办镇元宵艺术节、新堰社区首届农民艺术

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送戏进城等文艺

演出，累计３１２名群众参加演出，观众９２００多人。

１０月，镇敬老院原院长徐俊山及其爱人李美兰因

倾心照顾孤寡老人３０载，当选“江苏好人”。

【皋南社区建成晶雪公民法治驿站】　１月，丁堰镇

皋南社区晶雪公民法治驿站成立。晶雪公民法治

驿站利用现有的社区休闲广场建成法治文化园，安

装调解一键通，建成管理信息平台，融党建、矛盾调

处、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外来人口管理、民政救助

等信息于一体。由两名大学生“村官”作为基本服

务人，同时配备专职调解员２人，每１０户居民设立

１名信息员。２０１１年，该法治驿站累计接待群众来

访１３５人次，解答法律咨询１１６人次，参与调解民

事纠纷１５起；排查矛盾纠纷３８起，调解纠纷１８

·４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起，调解成功率达１００％。

【丁堰镇春季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　２月２８日，

丁堰镇妇联、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南通

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以“政策促就业，

服务助成功”为主题的丁堰镇２０１１年春季人力资

源市场招聘会暨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专场招聘

会。在外务工返乡人员、被征地农民、农村剩余劳

动力等２１６人到会应聘，其中４２人成功签约。

【丁堰镇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综合考核列全市第一】

　年内，丁堰镇在全市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综合考核

中，位列第一。全镇１０个村（社区）建设更高水平

小康村２０项考核指标得分均在９９分以上，其中新

堰社区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先进

社区。 （邵建国）

２０１１年丁堰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６９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７７９２６　 １９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０８９　 １．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２２９７１ ４４．６９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８３７０ １２．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６２００ １３．５７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２６５０ ７．８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５２５２ ７．３ 各类汽车 辆 ５２０ ４７．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６９０６ ７．８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４０ ０．３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２４ －４．９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０ ２．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６０．４１－１４．９ 科技人员 人 ９６７ ０．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５５２ １５．５ 中小学校 个 ５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０１ １．８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３４１ －２５．１

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１５ ０．６ 在职教师 人 ３６３ －１２．３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１５ ０．６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９１８１００ １８．９ 卫生室 个 ２４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８３１２０ １７．１ 初保普及率 ％ ９４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０３ －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３ １．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６０１９１ １１．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１．７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５１６ －３６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８６８９０ １５．３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９１８５５ －４２．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４９２０ －３．３

三产实体 个 ３８４７ ５．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８５７ １６．７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６３１２ ５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３７．１ ０．８

２０１１年丁堰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７０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红 桥 村 徐宣安 朱余海 ４１ ４８０４ ４３７．１ ４０２８３ １３９９２

朝 阳 村 崔胜利 崔胜利 ３１ ３４６２ ３０３．３ ９３２５９ １４７６６

刘 海 村 钱志荣 陈建明 ２９ ４１４１ ３６９．７ ５１９７９ １４６６１

堰南社区 刘明祥 冒建国 ３７ ４９７９ ４２８．１ １３３３７１ １５２２４

新堰社区 康传芳 刘兴燕 ２２ ３２０１ ２７３．６ １０３０７８ １５４７６

夏 圩 村 周国祥 周国祥 ２８ ３４２４ ３７３．５ ５５２１２ １３９１４

凤山社区 王 林 王 林 ２９ ４９４８ ３２０．９ ２５５２８８ １５５９７

赵 明 村 丁爱华 丁爱华 ４９ ５７０５ ５１７．０ ５８３２２ １３５８９

鞠庄社区 吴 钧 王章全 ６１ ７０７０ ６５４．０ １９１６２２ １４３４９

皋南社区 季永泽 季永泽 ４２ ６１４９ ４１７．３ ５５５２９８ １６８９５

·５１４·镇区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