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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林梓镇位于如皋市东南部，东与如东接

壤，总面积５９．４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５４９公顷，镇

区面积４．５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５个、社区５个，总

人口４４６２１人。２０１１年，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

１０３６７．３２万元、一般预算财政收入４０６９．４６万元，

增幅分别为４９．１％、５９．５％；实现人均财政收入达

到２３２３元，同比增长４８．２％。三次产业比重调整

为１１．４６∶７０．５３∶１８．０１。被评为国家生态镇、省

卫生镇、法治南通合格镇，获全市“六城同创”红旗

单位、食品药品先进集体、全市书记大接访先进集

体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新增康盛生态园、力

威养殖市级农业园区２家，新增桥口涵雨养殖、月旦

长元特水养殖、蒋殿金桥养殖等镇级农业园区２０

家。成功引进总投资１．２亿元的康盛生态园项目、总

投资２４００万元的泰森养殖项目。争取上级财政资金

１０００多万元实施斜庄、沈腰、顾岱等村（社区）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和小型水利项目，建设防渗渠道９８公

里，改建泵站４座，连续三年获全市水利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新建海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浩民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华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三

大合作”组织９家，吸收６０００多人入股。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１１．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８％。新增装机容量

３８１７千伏安，同比增长１２．３％。全年累计完成注

册外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实现到账

外资１２０５万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０４％。全年引

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２．７１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０．３％。发展私营企业１１６家，净增个体工商户

２５６个，吸引３６名能人返乡创业，分别占年任务的

１６５．７１％、１２１．９％、１２０％。完成高新技术产值

３３．５２亿元，占规模工业产值的８４．９９％。全年引

进落户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工业项目５个，其中超亿元

项目３个（鼎强机械、富强纸业各总投资１．５亿元，

双隆纺织总投资１亿元）。完成全部工业投入

７．８４亿元，其中规模工业投入７．２４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２．７５％、８．２％。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

３５３．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４３．６％。完成专利授权８３

件，占年任务的９７．６％。

社会事业　年内，投资３２０万元建成供电大

楼，投资３００万建成卫生大楼。投资１２０多万元，

安装路灯２４０多盏，实施丁平线林梓段、兴业路两

侧亮化工程。全年修建通达工程１１．４２公里，实施

危桥改造１０座，被市政府表彰为农村危桥改造先

进集体。打造林梓小学留守儿童教育“３３４３３”模

式、奚斜小学空竹品牌、林梓诚信计生品牌，被市政

府表彰为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社会事业工作先进集

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率。新增数字

电视用户１０７０户，数字电视入户工作居全市第一。

总投资近１００万元，建成全市首家全覆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投资２０多万元，建设镇区消防设施，被

市政府通报表扬为全市消火栓建得最多、最好、最

规范镇。全镇５２２户低收入家庭、１２９７人被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应保尽保，“五保”集

中供养率达７３％。全年新增绿化面积１４６．７３公

顷，获市绿化工作先进镇称号。

小城镇建设　年内，启动镇区总体规划、控制

性详规、工业集中区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等编制

或修编，完成总体规划初步文本。完成中心商贸区

１８２户、２．９万平方米搬迁及土地挂牌。宇露商务

会所完成外装潢，３幢、建筑面积为１．８万平方米

的明珠花园二期全面封顶，３幢、建筑面积为１．５

万平方米的育才小区安置房建成交付，９幢、建筑

面积为１．２万平方米的高阳苑三期竣工销售，林梓

小学校园风光带建设工程竣工。总投资超１０００万

元，建成兴业路、振兴北路、振兴桥、富业路等镇区

框架骨干工程。小城镇“十个一”工程获一个繁荣

的核心街区（高阳中路商贸一条街）、一个高标准的

农贸市场（金盛农贸市场）、一个宜居的农民集中居

住区（高阳苑）、一个开放的生态公园（云轩竹业生

态园）、一个上档次的商务宾馆（宇露假日酒店）、一

个多功能的文体中心（镇文体活动中心）、一个贯通

的镇区路网（兴业路、富业路、高阳路、振兴路为骨

干的道路框架）７颗星。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提炼新时代

林梓精神为“卧薪尝胆追赶、破釜沉舟跨越”，激励

全镇上下勇当林梓艰苦创业、强势突围的生力军。

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阳光初中、卫生所、林梓医院

等１１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林梓社区被评为

市文明社区。从政府机关做起，在全镇１５个晨、晚

练健身点全面推广普及林梓镇传统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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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空竹”，并在各村（社区）、各学校和１５个骨干企

业设立空竹分会；以奚斜小学为基地，以奚斜小学

和斜庄空竹表演队为龙头，自创花样空竹表演，举

办抖空竹大赛。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红木工艺品

进校园活动，与市旅游局联手举办国际长寿旅游纪

念品设计大赛，与南京林业大学联合举办传统家具

设计大赛，做大做强红木文化产业。开展剪纸进校

园活动，传承民间剪纸文化。４月，如皋市空竹协

会挂牌成立。

【南通康盛生态园开业】　１２月１０日，林梓镇集生

态观光、旅游休闲、种植栽培于一体的高效生态农

业园区———南通康盛生态园正式对外营业。

年内，南通康盛生态园落户林梓镇月旦社区，

占地面积近６６．７公顷，总投资约１．２亿元。其中，

无土草坪种植基地占地３３．３公顷，总投资７０５万

元，种植、销售果岭草、马尼拉、百慕大等草坪；鲜切

花基地占地１３．３公顷，总投资２１５５万元，种植、销

售百合花、蝴蝶兰、郁金香、玫瑰等高档鲜切花，目

标建成南通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鲜切花基

地，填补如皋高档鲜切花生产空白；温室酒店钢架

玻璃结构，总投资１４００万元，建筑总面积４０００平

方米；园区景观树种植项目占地２０公顷，渐进投入

资金６９００万元，以种植朴树、白榆、苦楝、乌桕、乔

木桑等名贵树种为主。康盛生态园是集生态、生

产、生活“三位一体”的高效休闲农业项目，有效吸

纳周边富余劳动力３００多人就业，帮助农户增收

１８０多万元。

【林梓镇全民“抖空竹”】　“抖空竹”是林梓镇民间

特色传统运动项目，简便易学，老少皆宜，并且是颈

椎病、肩周炎等“富贵病”的“克星”，深受林梓镇群

众喜爱。

年内，林梓镇借助全镇１５个晨、晚练健身点，

在全镇开展“抖空竹”全民健身运动。奚斜小学自

创花样空竹表演，林梓镇“抖空竹”内容越来越丰

富。以奚斜小学为基地，以奚斜小学和斜庄空竹表

演队为龙头，“抖空竹”成为林梓镇一道亮丽风景

线。４月，如皋市空竹协会在林梓镇挂牌成立，全

镇１０个村（社区）、３所学校、１５家骨干企业同时设

立空竹协会分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奚斜小学师

生抖空竹活动引起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对奚斜小学空竹文化特色作专题报道。１０月，林

梓镇举办抖空竹大赛，２００多人参赛，比赛设立个

人奖３名、家庭奖５名、团队奖３名、组织奖１名。

（许　伟　吕林林）

２０１１年林梓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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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２３５５　 　１８．４４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７２０ ２．５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３６７ ４９．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９３１０ ２０．２２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１５３２ １３．５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７９２０ ８．６６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６４０４ ８．８９ 小汽车拥有量 辆 １３０２ ７３．６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５０４６１ ４．５７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９３ ７．２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０．３８ １４．２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１３０１０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９．９ １０．１ 科技人员 人 ７６５ １７．６９

水产品产量 吨 ４６０ ６．２４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７３ 持平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６４７ －１．４

工业企业 个 ３９４ ３．１４ 在职教师 人 ２０１ －１．４７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８９ １．８３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７４７５７９ ９．６９ 卫生室 个 １４ ２７．３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１１８０ １１．４９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项目个数 个 １８ １１．２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４ 持平

当年项目投入 万元 ９５２０６ ８．０３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１ ５．３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２１２７９ １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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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１－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５６９４ －１８．２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８４９４ １０．１７

三产实体 个 ９８５ １７．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５１８ １８．９９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６１２０ １２．７９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０ 持平

２０１１年林梓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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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陆 村 冒开林 肖金华 ３８ ４５６０ ３９４ ４３１５６ １０６１０

斜庄社区 张红玲 杨福泉 ２４ ３３５８ ２８２ ４４２８０ １２０５９

顾 岱 村 孙建娟 姚学俊 ３０ ３６９２ ２９７ ３９９７８ １２０５１

文著社区 薛卫东 仇正乾 ３２ ４７２５ ３７９ １９３２８３ １２９７８

月旦社区 徐拥军 王建华 ３２ ５８７５ ４３３ ８０６２３ １３０２５

林梓社区 周国泉 周国泉 ４６ ６０６７ ３７６ ２０４９０１ １５４２２

沈 腰 村 刘伟东 李思泉 ２６ ３２７３ ２５８ ４９４９８ １２１６２

合 兴 村 陈永建 陈永建 ２９ ３２４２ ２７３ ４４２７７ １１１１５

蒋殿社区 周建华 周 玉 ３５ ４２０９ ３７８ ７４６３１ １３６２４

桥 口 村 孙玉君 章生明 ４３ ４７０１ ４８３ ４８８７５ １０４４９

白白白　　　　　　蒲蒲蒲　　　　　　镇镇镇

【概况】　白蒲镇位于如皋市的东南部，东与如东县

新店镇相邻，南与通州区平潮镇接壤，总面积８５．３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１９１．６公顷，镇区规划面积８

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１０个、社区７个，总人口８．３

万人。２０１１年完成财政收入１７４６３万元，同比增

长２８．５５％；一般预算收入７９５６万元，同比增长

４３％。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乡

镇、南通市法治合格镇、南通市体育明星镇；在全市

“百面红旗”竞赛中获财政收入、更高水平小康建

设、新农村建设“十大工程”等竞赛红旗１１面，获市

节能减排先进集体、引进市外民资先进集体、村级

集体收入先进集体等奖项１７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实现规模项目农业投

入２２６８５万元。新增花木种植面积３９．３３公顷、高

效渔业养殖面积３３．３３公顷，新建黄行、钱园、蒲

东、姜北、杨家园、沈桥农业园区６个。新建沼气池

４００口，形成河道保洁、垃圾处理、绿化管护和农村

道路管护“四位一体”管理体制。全年农民实用技

术培训５２５０人次、创业培训５５０人次。开展新型

农机具推广应用，建成秸秆机械还田示范方１６个，

总面积５２４．４７公顷，秸秆综合利用率达９５．２％以

上。新建土地换社保数据库２个、３７２组，土地换

社保２３７人，完成市交任务的１１５％。完成村级集

体总收入４１８万元。采用土地入股、租赁、土地换

社保等多种形式，全年完成流转土地１５１２．３３公

顷，占全年计划的１７３％。农业农村工作考核位居

全市第八名，镇农业服务中心获南通市耕地质量建

设与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工业经济　年内，完成工业应税销售２７．８亿

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８．５亿元。完成全部

工业投入１１亿元，其中规模工业投入１０．３亿元。

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６７０万美元，实际到账外资

１５０５万美元，引进市外民资４．５亿元。当年技改

投入７５８１６万元，完成技改项目１６个。南通华东

油压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华东油压铸业有限公司、

南通皋液液压机有限公司、江苏南天农科化工有限

公司４家企业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南通皋液

液压机有限公司、南通华东油压铸业有限公司、南

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３家企业获国家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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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示范企业认定，科技创新考核位居全市第三。９

月１１日，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心如皋试验示

范基地项目在朱家桥村正式启动。

社会事业　年内，完成农保２．４６万人。完成

全镇８６户１７３人城市“低保”对象、６９３户１３５２人

农村“低保”对象社会化发放。改善村级卫生服务

站的设施条件，建成１２０平方米以上甲级站１５个。

新增绿化造林２６５．３３公顷。８月，白蒲中心医院

新大楼正式启用，建筑面积１４４０６平方米。１２月，

举办白蒲镇第４０届全民运动会，设立喜运丰收果、

集体奔小康、自行车慢行、铅球、拔河、定点投篮、跳

绳比赛项目７个，全镇４５８人参赛。

小城镇建设　年内，累计完成搬迁总面积７．６

万平方米，占全年任务的１１４％。土地出让１５．２７

公顷。房地产开工面积１６万平方米，竣工８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１４．２万平方米的惠蒲新世纪１～５

号楼实现封顶，６～８号３栋２６层商品住宅楼开工

建设，创全市小城镇建筑第一高度；建筑面积６万

平方米的华硕名邸有２栋商务会所实现封顶；蒲东

农民搬迁安置房、松杨农民安置房１～５栋交付使

用。镇区“四横四纵”道路框架全面拉开，天祥路、

文昌路实现当年搬迁、当年开工、当年通车。镇文

体中心、白蒲公园建成对外开放，占地１．６７公顷的

蒲盛休闲广场全面建成。小城镇建设“十个一”工

程获１０颗星（全市仅两个镇获１０颗星），在全市考

核中跃居第二名。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进一步畅通

信访渠道，加强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干群关系融

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土

地管理被评为市先进集体。社会管理创新、依法治

镇、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平安白蒲”、“法制白

蒲”创建卓有成效。镇司法所获南通市“五五”普法

先进集体、南通市法治文艺演出先进集体称号，镇

广电站被评为省优秀广播电视站。全镇被市委、市

政府表彰为文明行业１３家、文明单位１８家、文明

村（社区）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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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１１日，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

心、白蒲镇人民政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式签

订协议，通过流转土地、租赁设施和投资新建等方

式，共建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心如皋试验示范

基地。副省长曹卫星等出席签约仪式。

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术中心是专门从事信息

农业与精确农业技术创新、系统集成、转化应用的

国家级研发机构，服务于关键技术研发、试验、示范

和成果转化应用，同时促进中心的科技创新、技术

展示和成果转化。如皋试验示范基地选址白蒲镇

朱家桥村，占地６．６７余公顷，包括科研试验区、技

术展示区、大田生产区以及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

示范基地的建成，将对如皋乃至全省提升农业集约

化、标准化、产业化、信息化水平产生积极作用。

【白蒲镇综合考核跃居全市第三名】　年内，白蒲镇

完成财政收入１７４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８．５５％，一

般预算收入７９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４３％，完成和超

额完成２０１１年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经济社会持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在全市镇

（区）综合考核中位居第三，获二等奖。

（姚椹婷）

２０１１年白蒲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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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３９９５ ８．０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７４ １４．４７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７４６３ ２８．５５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８０９０ １６．９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３９２１ ２２．９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４５５０ １．１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３７５１ －５．８０ 各类汽车 辆 １０３０ ９．３４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５２１３４ ５．０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３０ ３．１３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０．６ ４７．２２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２０ １．６９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７６ －２９．７７ 科技人员 人 １４００ ２４．２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３０６０ １４．２６ 中小学校 个 ５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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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３－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种养专业户 个 ６８５ ２．２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２１２ ０．０４

工业企业 个 ３１０ ６．９０ 在职教师 人 ３３６ －２．３３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１０ ３２．４８ 医院 个 ４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４５８００８ ７．７４ 卫生室 个 ２０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３８１６ １４．５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２８ ２５ 数字电视普及率 ％ ９２ ８．２４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７５８１６ ９．１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合同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６７０ ０．７５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４１９４６ ２５．０５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６５５８９ １１．７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４６３３ ６．６２

三产实体 个 ２０２ ２４．６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４８１ １７．７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０４５ ８．３４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０ 持平

２０１１年白蒲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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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行 村 陈建华 陈建华 ３１ ３６７６ ３３９．７ ６１３８０ １４２０３

姚家园村 沙建华 沙建华 ３１ ３９７２ ２９３．３ ４４５３６ １３８６９

钱园社区 朱志伟 吴松涛 ３９ ４８３５ ２６６．７ ５９１３７ １５８３３

朱家桥村 朱志聪 杨建新 ３７ ４５４８ ２６４．６ ３６９６２ １６３８４

松杨社区 张 娟 张 娟 ２１ ３９４１ ２２９．７ ４６１３７ １６３０２

蒲东社区 孙德华 孙德华 ４１ ５４０９ ２７８ ４５６３７ １６４２８

蒲西社区 秦正国 秦正国 ３５ ４８５６ １９５．２ １０２４８５ １８４１５

前进社区 周建华 周建华 ２４ ３３３６ ２０２．３ ７５９００ １７１５０

朱 窑 村 张广明 张广明 ３６ ４６６９ ３１０．７ ３９６７５ １４３８３

姜 北 村 陈友兵 陈友兵 ２９ ４００６ ２６０．３ ８４１０９ １７９１９

康 庄 村 丁国炎 丁国炎 ３１ ４７４８ ２４０ １８３３１ １４２６４

文峰社区 陆建华 李志红 ３８ ４６６８ ２７５ ５３２０４ １７４５１

杨家园村 顾良建 宋林泉 ２６ ４０００ １５７．３ １７８２３ １４８４５

沈 桥 村 许建国 许建国 ３４ ４３８５ ２８０．７ ２１５３２ １２５５８

唐 堡 村 蒋建国 蒋建国 ３２ ４３５１ ２１９．８ ２９９１４ １２４７３

邓 杨 村 钱广军 钱广军 ３０ ３６４２ ２１８．３ ３５７７６ １４２８８

居 委 会 薛剑岚 薛剑岚 ３０ １３８９８ １６０ １００ １６４１２

下下下　　　　　　原原原　　　　　　镇镇镇

【概况】　下原镇地处如皋中南部。总面积７０．７６平

方公里，镇区面积３．４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３８３２．８

公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８７９３人。２０１１

年，全镇实现财政收入９３０４万元，同比增长

４２．４２％。被评为南通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获市招商

引资红旗单位、项目投入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

位、文明镇、人才工作先进单位等奖项１７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全年流转土地１１６８公顷，

新增高效农业１０００公顷，其中，设施农业１３６．７公

顷，有机农业２３．３公顷。新增沈阳华丰花木园、野

树花木园、蔡荡花木园３个百亩以上花木园区，新

建藕池、老坝、腰庄现代化生态种养殖基地３个。

扩大南通锦标有机农业规模，新建花园头村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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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的奶油草莓基地、花园头千亩绿色有机稻米基

地、陈桥邹庄千亩园林景观花木基地等。新增“三

大合作”组织入社成员１１５６７个，新建合作联社１

个（市振原畜禽专业合作联社），累计建成农民专业

合作社２３个、土地股份合作社１５个。全年实现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３７２万元，同比增长２２％，每个村

（社区）实现人均集体收入超过２０万元。全年整治

河道１９条，总土方２３万立方米。６月７日，南通

锦标有机农业园两大类４７个有机品种通过南京国

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机农产品资格认证，是全市

首批获权威认证的有机农产品。

工业经济　年内，实现工业总产值６６．３８亿

元，同比增长２９％；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８．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４７％，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４．５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全年正式签约落户规模以

上工业项目１０个，新培育规模企业１家，规模工业

企业累计达２５家。浩鑫液压、安琪医疗建成如皋

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全年新注册商标７个，申

报专利９６件，其中发明专利３０件。申报南通市级

以上各类科技项目２１项，其中立项１２项。日鑫电

子、飞鲸发电分别获南通科技进步二等奖、如皋科

技进步三等奖；下原科技孵化器顺利通过南通验收

考核，建成全市首家镇级科技孵化器。重点推进医

疗器械园区产业集聚发展，新增生产型医疗公司２

家、经营型医疗公司１０家。

小城镇建设　年内，投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建设镇

区基础设施。完成惠原路提升、育贤路北段贯通和

南段拓宽工程建设和康园路东侧、桃李路西侧、惠

原路两侧计２．２６公里污水管网建设，在惠原路、富

盛路、育贤路和迎驾西路４个路段安装路灯１１６

盏，完成桃李路小广场绿化工程，在全市率先完成

镇区、工业集中区以及花园街道３２个消火栓建设

任务。招拍挂出让土地８．６４公顷（含商居５．３３公

顷），土地拆旧复垦３９公顷。镇区搬迁４１户，整理

土地３公顷。全年房产开发８．６５万平方米，竣工

８．２５万平方米。在全市小城镇“十星级”创建中，

一个繁荣的核心街区、一个高标准的农贸市场、一

个精致的商品房小区、一个贯通的路网、一个完善

的工业集中区和一个开放的生态公园６个项目获星

级授牌。５幢、建筑面积１．８万平方米的安置房惠仁

小区，４幢、建筑面积１．８万平方米的安置房育贤小

区主体及配套工程竣工，４幢１８０套、建筑面积２．８６

万平方米的沈阳居多层集居房开工建设。

社会事业　年内，下原初级中学２７名学生中

考成绩达如皋中学公费线，１４７名学生达白蒲中学

公费线，综合升学率获市二等奖。启动镇幼儿园、

派出所异地新建实施方案。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推

进社区卫生服务站规范化管理。全镇数字电视用

户突破１．２万户。投入１４万元开展计生免费技术

服务２万人次，发放奖补６８万元；完成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金转型保险１５．６万元。全镇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率１００％；新增农保参保１８９７人，续保

１９６０６人，办理失地农民保障３８８人；全年为７４４

户“低保”户、５５１名重残人员、９４名“五保”人员、

２２０名民政优抚人员发放各类补助资金４５０万元。

建立道路管养、水源清洁、垃圾清运、绿化管护“四

位一体”长效管护机制，新增绿化面积１．８４万平方

米，运送垃圾２４０吨，农村公路标准化整治获市级

验收考核第一名。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下原初级中

学等１６家单位和部门被评为市文明单位，野树社

区等５个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下原邮政等９家

单位被评为市文明行业。开展“双联双助”活动，

市、镇机关１７８人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９８户，被

帮扶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加强村级民调、信访、

综治警务室建设，全年调解各类矛盾４２０起，调解

率１００％，调解成功率９８％。

【南通锦标有机农业园４７个有机品种全市首批获

有机产品认证】　６月７日，南通锦标有机农业园

蔬菜类菠菜、青菜，粗粮类玉米等４７个有机品种通

过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机农产品资格认

证，成为全市首批获权威认证的有机农产品。

南通锦标有机农业园坐落于下原镇花园头村

１２、１８、２１组，由下原镇返乡能人利锦标于２００８年投

资新建，计划总投资２８００万元，总面积６６．６７公顷。

一期工程占地２６．６７公顷，其中有机蔬菜园１６．６７公

顷、休闲观光园３．３３公顷、特种水产养殖园３．３３公

顷、名贵花木园３．３３公顷，主要从事有机蔬菜生产

加工、珍稀奇树观赏保护、名贵花木种植、垂钓休闲

观光等项目，年内实现亩效益２万多元。

【下原镇成立首家农民专业合作联社】　９月，下原

镇首家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如皋市振原畜禽专

·１２４·镇区概况



业合作联社经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正式成立。

年内，为提升行业竞争力，增强风险抵抗力，九

庄禽业、藕池家禽、白李家禽、蔡荡家禽、老坝家禽、

锦辉肉鸽、元明禽业７家畜禽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组建成立市振原畜禽专业合作联社。新成立的

合作联社注册资本６８３．１万元，成员１６２人，其中

党员１４人，通过为成员提供肉鸡、蛋鸡、肉鸽等畜

禽类养殖技术、市场信息咨询以及代购代售等服

务，形成畜禽产销一体化格局。合作联社自９月建

成至年底，累计出栏肉鸡和蛋鸡１９．２万只、肉鸽

３．８万只，销售禽蛋３５．５万公斤，实现产值１２００

万元。截至年底，肉鸡、蛋鸡存栏３０．１万只，肉鸽

存栏６．３万只。

【下原镇惠仁、育贤安置小区投入使用】　１２月２０

日，惠仁、育贤安置小区投入使用，下原镇４１户搬

迁改造户入住。惠仁小区一、二期工程共５幢，建

筑面积１．８万平方米；育贤小区４幢，建筑面积

１．８万平方米。小区内水、电、道路、绿化等配套设

施完善，为搬迁改造户入住提供了生活保障。

【下原镇景泰苑一期商居房封顶】　１２月中下旬，

下原镇景泰苑一期商居楼实现全面封顶，其中１～

５号楼装修完毕。

景泰苑是下原镇打造核心商务区的重要房产

开发项目，总投资２．４亿元，占地１０公顷，总建筑

面积２０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工程７幢，每幢８层，

荷兰风格，建筑面积６．５万平方米，于２０１０年７月

开工建设。

【下原镇医疗器械商会大厦工程竣工】　１２月，下原

镇医疗器械商会大厦全面竣工。商会大厦于２０１０年

３月开工建设，建筑总面积１１２５０平方米，是如皋市

医疗器械技术培训、质量监督、产销合作中心。

年内，下原镇围绕打造全国医疗器械第一镇目

标，启动医疗器械专业特色园区打造工程，重点打

造医疗器械商会大厦建筑群。通过商会内引外联，

吸引外地医疗器械企业落户下原镇。截至１２月

底，下原镇医疗器械园区入园生产型医疗器械公司

８家、经营型医疗器械公司５２家，医疗器械产业成

为下原镇支柱产业之一。

（冒银飞）

２０１１年下原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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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５２３　 ２０．０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９９２ ０．６１

财政收入 万元 ９３０４ ４２．４２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１２４０ ３．７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０６７０ １５．５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８５００ ０．４６

粮食总产值 吨 ３９３８７ －１１．５３ 各类汽车 辆 ５８９０ ５１．６５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９５９６ ７．２６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１ ９．４２

年出栏猪数 万头 ５．２８ １７．３３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５ ３．６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７２ －１２．８３ 科技人员 人 ９３５ １２．３８

水产品产量 吨 ９５１ －２７．１３ 中小学校 个 ５ －１６．６７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３０ ３４．６９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０８６ －１１．００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９８ １．１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８９ －９．９７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９８ １．１０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６６３８４５ ３１．０２ 卫生所 个 １６ －１１．１１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２７５４ ３１．０２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０５ ２３．５３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４ ９．０９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１２６５０ ２６．４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６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００ ２３．９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１０４００ ２．７１

外贸供贷额 万元 ２３５２ ２６．８６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８１８５ ５７．６４

三产实体 个 ３９０８０ －５．１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６１５ １９．２９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４２３０ ０．２４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持平

·２２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下原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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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社区 张 俊 于永国 ３２ ４２６０ ３３１．７ ２４５２５ １３１１２

下原社区 王志祥 王志祥 ３２ ４８５０ ２６５．４ ６４０８４ １４７４８

邹庄社区 葛 军 刘文泉 ２９ ３８６０ ２６６．４ ２５３４０ １２０８７

野树社区 张善良 洪进余 ２９ ４４５０ ２０５．４ ３０５３３ １３００９

文庄社区 王海山 丁 旭 ３３ ４５８９ ２７０．１ ３０８０４ １２５６６

桃园社区 王建平 陈德平 ２７ ３１１５ ２３７．６ ３０８１９ １３３２２

腰庄社区 王 平 王 平 ３５ ４６７０ ３２３．７ ２７１５２ １２３１０

白李社区 李世梅 李世梅 ２５ ３９７２ ２１６．３ １９４３８ １２４８７

曙 光 村 丁邦宏 沈国庆 ２４ ３３８６ ２９９．９ １９９１５ １１５４７

花园头村 丁邦峰 丁邦峰 ２７ ４０７３ ２７６．７ ３０９７９ １３１０８

老 坝 村 范陈龙 马 琴 ３４ ４２７９ ２９０．２ １６５７９ １１５３９

陈 桥 村 周建华 周建华 ２６ ３３１５ ２２０．２ １５０８２ １１９８５

蔡 荡 村 钱 军 姜 哲 ２９ ３８３９ ２５５．３ ２４６３８ １２７２７

张 庄 村 吴皋南 吴皋南 ２４ ３１１６ １７６．３ ２５２３１ １１８７３

藕 池 村 范红云 范红云 ２３ ３０１９ １９７．６ １８０１９ １１９３７

九九九　　　　　　华华华　　　　　　镇镇镇

【概况】　九华镇位于如皋市南部，与南通市通州区

平潮镇、五接镇接壤，总面积７２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３２６８．３公顷，辖行政村１４个、社区５个，总人口

６８０６６人。２０１１年，实现财政收入２４２８３万元，同

比增长９２．３３％。在全市“百面红旗”竞赛中，获项

目投入、全民创业、服务业、财政收入、小城镇建设、

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红旗单位称号；获市文明镇、镇

工作目标综合考核先进镇、新型工业化考核先进单

位、引进市外民资先进集体等奖项１６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高效农业面积

２８００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７．７％。建成郑甸千

亩果蔬园区、洋港千亩花木基地千亩以上农业园区

２个，赵元瑞丰药材基地、赵元马兰基地、马桥早佳

西瓜等百亩以上农业园区１９个。新建农村通达工

程４．３公里、一事一议奖补道路１１．８５公里，新建

和改造危桥１７座。疏浚三级以下河道１５条，清瘀

土方２３．９５万立方米。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３９

家、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１９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

社１家。农业适度经营面积６７３．３３公顷。

工业经济　年内，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市下达

的各项工业经济指标，全镇有全市纳税前百强企业

７家。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７２２９５１万元，同比增

长１２．８％，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４６９０５２．２万元，利

润３４９９５．４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０．１％、３％。实

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２５１４２３万元，其中规模工业

应税销售１９７２７５万元；工业实缴税金１２５６８万元。

新增规模企业４家（江苏永大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伟越电器有限公司、江苏迪克机床有限公司、

如皋沃特纺织有限公司），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３１

家。顺达科技工程公司地下圆形堆垛式立体车库

研发成功，成为引领全镇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标志

性项目。

社会事业　年内，九华初中、九华小学成功创

建为南通市教育装备优秀学校，九华幼儿园创建为

省优质幼儿园。推进九华初中“感恩教育”、郑甸小

学“诵读《弟子规》，争做文明人”、九华小学“篮球训

练”、南通市授牌体育特色学校———营防小学乒乓

球训练等特色教育项目。完成农民公园基础施工。

镇文化活动中心全面开工，投资１２００万元，建设面

积８０００平方米。农保实现全覆盖，区域供水工程

全面完工。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建成占地４．８万平

·３２４·镇区概况



方米的农民休闲公园———颐寿园。投资１０００万

元、占地０．６７公顷、建筑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的文体

活动中心开工建设。全镇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

农民６２９７３人，参合率１００％。实施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镇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面实行零差价销

售药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被评为市先进镇。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及长效管理，改善农村环境，新

增绿化造林面积６０公顷，占市交任务的１８０％，全

镇绿化覆盖率达到２１．０６％，被评为南通市绿化示

范镇。

小城镇建设　年内，在全市“十个一”工程建设

星级创建评比中，率先摘获１０颗星（全市仅两个镇

摘得１０颗星），位居全市第一。房地产开发开工面

积１３万平方米，占年计划的１３０％。汽车站小区

１６层、九华２号区１１层、何王小区１１层、郭李小

区三幢１１层和人才公寓、濠园二期、华山小区一

期、星球１６层职工公寓等全面开工建设。参与全

镇房地产开发企业８家，开发小区８个，开工建设

小高层９幢。新建镇区道路４条，总铺装面积３．７

万平方米。全年基础设施投入４５００万元，占年计

划的２２４．４％。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１．２公里东方

红河驳坡工程完成工程量７０％。建成镇北区污水

管网２公里。完成锦绣路绿化改造工程，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为３４．５％。完成经三路、新市场路亮化

工程，现有镇区路灯１０２２盏。镇区道路六横六纵

框架形成，道路总长度２１．５公里，铺装面积４７．６

万平方米。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完成镇党委

换届选举工作，党委书记、镇长实行“一肩挑”。开

展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户创建活动，提高全民思

想道德素质。全面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和社会矛盾

化解，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９８％。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推进“双帮双带”、“千企连百村、共建新

农村”和“双联双助”工作，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全

镇１３６８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全部脱贫。全年送

戏８场、观众８０００多人次，送电影１００多场、观众

１万多人次，送图书６０００余册，开展大中型群众问

题活动６次。９月１９日，在如城安定广场举办九

华文艺专场，以原创节目为主，推进城乡文化互动。

【南通伟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落户九华镇】　１月，

南通伟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落户九华镇。该公司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万元，由返乡能人徐正鱼投资创立，

具有全部知识产权，并获国家工商总局认可，日产

液晶电视机４００台，主要出口中东地区。年内，该

公司获沙特阿拉伯客商注资，项目总投资５１３５０万

元（其中，外资４５００万美元，内资２．３亿元），占地

面积３．３３公顷。

【九华镇首家三星级旅游饭店———君禧大酒店开

业】　１１月１日，九华镇首家按国家三星级旅游饭

店标准设计建造，集餐饮、住宿、会务、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高档商务酒店———君禧大酒店开业。

该酒店总占地５３２０平方米，建筑总面积１．２

万平方米，总投资３８００万元，集餐饮、客房、ＫＴＶ、

桑拿、足浴为一体。２０余间餐饮包房可容纳８００

人同时就餐，８０余间时尚客房、１０多间贵宾套房可

容纳１００多人同时住宿，会议厅可容纳１００多人。

君禧大酒店的开业，使九华镇三产服务业能级和城

镇品位跃上新层级。

【九华农民公园———颐寿园落成】　１２月底，九华

农民公园———颐寿园全面落成。

颐寿园坐落于主镇区西侧，环西大道东侧，郭

李社区一组、１３组境内，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总占地

４．８万平方米，其中休闲水面１．３万平方米，设计

独特，秀木婆娑，绿草如茵，小桥流水，曲径通幽。

颐寿园实行全天免费开放，成为九华镇农民文娱、

健身、休闲的理想去处。

【九华镇获省农路管养及安保工程示范镇称号】　

年内，九华镇创建省农路管养及安保工程示范镇工

作以９７分的高分，全市首家通过由省交通厅组织

的验收组验收。

年内，九华镇全面整治辖区内道路１６４．６４公

里，新安装警示桩９００余根、标志８００余块、路名牌

１３０块、波形护栏２２５０米、百米桩１１００根、里程碑

１２１块、减速垄３８０米，标线１６公里，新安装暴闪

灯５盏、路灯１８００盏，实现主干道连网、镇通村连

网、村通村连网的交通网络。

（刘丽丽）

·４２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九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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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８００ ２２．２７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５５１ ３．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２４２８３ ９２．３３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１４５０ １０．２１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３８９５ －１０．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１８７０ ６．０６

粮食总产值 吨 ３７７８１ －０．３７ 各类汽车 辆 ２４６７ １５．９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４４６２ ３．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５４４ ２．８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３ ８６．４４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９８ ３４．２５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４２ －３３．０２ 科技人员 人 １４９４ ５．０６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０１５ ４．１９ 中小学校 个 ７ １６．６７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５８ －２．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６２１１ －５．１６

工业企业 个 ７６２ １．４６ 在职教师 人 ５３２ ２．３１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６２ １．４６ 医院 个 ４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７２６６３９ １１．９５ 卫生室 个 ２０ －２５．９３

工业利税 万元 ７７３９４ ２２．３５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２９ －５４．６９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４ ２．１７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６４３１０ －５３．７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０．８３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５０５ ０．２７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７４９２９ ５６．５１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１３１２２ ３４．７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０７５８ ０．３０

三产实体 个 ３５０３ ３．５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０３６ １８．０５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４６５ １．３９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７５ 持平

２０１１年九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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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华社区 赵小明 赵小明 ４１ ６３３４ ２４３．５０ ２２２７０９．２６ １５１１８

郭李社区 李世华 吴亚峰 ３４ ５２９５ ２５９．６６ １００６６８．８８ １４８８６

二 甲 村 李昌忠 李国强 ３３ ３９４４ １８２．５５ １５７９３．３１ １３９０５

洋 港 村 邹建设 邹美祥 ２４ ３０５７ １５０．３８ １４９３５．５５ １３６９０

赵 元 村 赵世明 赵世明 ３０ ３５９４ １３８．１９ １２８７５．１２ １３８７２

马 桥 村 刘　东 薛春连 ２６ ４１０８ １９４．６２ １８６１４．２９ １４２２１

如 海 村 王海俊 暂　缺 １３ ２０４６ ６７．７４ １２１２７．２８ １３７１１

龙 舌 村 陈文兵 陈文兵 ２５ ２６８５ １４２．６６ １３０６２．８７ １３８９１

杨 码 村 袁金泉 袁金泉（代） ３１ ４１８２ ２１４．１５ ３１３６１．９８ １３６８１

郭 洋 村 张汉明 李春荣 ２２ ３０４７ １３４．９８ ９１１５．１０ １３７０７

郑甸社区 金志华 金志华（代） ２４ ３６３３ １６８．１２ ４２９５６．２０ １４１２８

小马桥村
赵国祥
（副书记，
主持全面）

马国成（代） ２６ ３１７０ １６７．８４ ２６１４２．７６ １３８６７

姜 元 村 李海清 李海清 ２３ ３０５２ １７２．０７ １６８９７．２８ １３７１４

云 屏 村 孙良沂 孙良沂 ３０ ３６３９ ２０１．４９ ２３７２９．２９ １３９８０

丝 渔 村 吴刚建 周秀云（代） ２１ ２９１２ １３３．１５ １４３０２．２２ １３８５１

耿 扇 村 耿忠明 钱汝高 ２４ ３３４１ １７２．５９ １５７７０．５４ １３７３１

营防社区 卢小勇 薛国英 ２７ ３８３８ １９０．８２ １６５９４．７６ １３８６５

营 西 村 朱小龙 朱小龙 １９ ２４３５ １３４．６８ １３９８９．５５ １３７５７

四圩社区 薛永芳 郭富淼（代） ２９ ３７５４ １９９．１０ ２１１８６．５３ １３８５２

·５２４·镇区概况



郭郭郭　　　　　　园园园　　　　　　镇镇镇

【概况】　郭园镇位于如皋市南部，与国家一类口岸

如皋港区毗邻，距南通市１９公里，总面积５３．５１平

方公里，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６万

人，耕地总面积２３３９．４公顷。２０１１年，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９．８亿元，增幅１３．９５％；实现财政收入

８０４８．６９万元，增幅４４．１８％；完成一般预算收入

３５８４．６６万元，增幅３９．２％。获全省全民健身活动

先进单位、南通市文明乡镇称号；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镇工作目标综合考核先进镇，获三等奖；在全市

“百面红旗”竞赛中，获招商引资、项目投入、财政收

入、小城镇建设十星级考评竞赛红旗４面；获市文

明镇、新型工业化考核先进单位、专业特色园区转

型升级先进集体等奖项１９个。郭园镇党委被南通

市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

１．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６％。围绕“土地产出三年

倍增计划”，进一步做大做强田源无土草坪、果之

林、台湾红枫生态园、郭园鸽业、寿乡樟鸡等一批现

代农业项目，在新２０４国道和港口连接线建成生态

休闲观光、农产品物流、生态养殖、水产养殖、无公

害优质油米和花卉苗木种植专业园区６个。全年

引进林盛生态园、翔舟生态园、绿悠青采摘园、同德

花木、诚阳药材千万元以上农业项目５个。累计完

成农业项目投入１．３亿元，新增设施农业面积

１４６．６７公顷，流转土地８４０公顷，建成市级农业园

区５个。全镇各村（社区）累计完成村营集体收入

５８０万元。在如海河两侧拆除无证轮窑５座，整理

土地２４．５３公顷。顾桥、田桥、田王、富圩４个村

（社区）通过省卫生村验收。全年整治三级河１条

２．４３公里、四级河２１条１２．５６公里，动土方２７．９３

万立方米。

工业经济　年内，完成全部工业产值４５．９６１８

亿元，增幅２２％，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２８．０３８８亿

元，增幅４１％。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１４．２０４７

亿元，增幅９７．８５％，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

１０．４０３７亿元，增幅７３．０３％。完成工业增值税

４３２５万元，增幅４１．３８％。工业用电量４４２５．９１万

千瓦时，增幅１１７．８８％，增长率列全市各镇第二。

引进市外民资２６２４１万元，完成工商注册外资

２０００万美元，实现实际到账外资１２６７万美元，利

用外资工作综合排名全市第二。完成全部工业项

目投入６０３７８万元，增幅３２．３％，其中规模项目投

入５６４５８万元，增幅３２．１％。完成技改投入３６２７８

万元，增幅３８％。新建标准厂房１．７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抵扣税１１２４．３５万元，增幅５０１．４％，居

全市第一。全年引进通宇锻压、龙腾纤维、意大利

游艇、恒固建材、大陆方桩、建华二期、天瑞船舶、华

发金属制品亿元工业项目８个。全年新增规模企

业３家。

小城镇建设　年内，投入２７３１万元，建设小城

镇基础配套设施。完成镇区搬迁７４户、６．８７公

顷。完成土地出让８．４公顷。房地产开工面积

５．６６万平方米，竣工５．０９万平方米。建成农民集

中居住区大楼６栋。惠园路及其沿河风光带工程

全面竣工。１．４公里的人民路和１．１公里的范公

路５厘米大籽摊铺结束，镇区“四横四纵”的道路框

架基本形成。建成镇文体活动中心、公安、广电、卫

生大楼并投入使用。绿化、路灯等基础配套设施一

步到位。投资９６００万元的南通仁际大酒店和总投

资２．５亿元、占地１．６７公顷的南通联德购物中心

暨房产开发项目以及占地２．９１公顷的农民公园开

工建设。引进国元房产、丰源置业、水岸星辰亿元

房产开发项目３个。在全市城镇化“十个一”星级

评比中，获一个靓丽的镇区入口（兴园路入口）、一

个贯通的镇区路网、一个标准的农贸市场（双诚农

贸市场）、一个开放的生态公园（农民公园）、一个多

功能的文体中心（镇文体中心）、一个完善的工业集

中区（第一工业集中区）、一个繁荣的核心街区（迎

宾南路）、一个上档次的商务宾馆（鑫淼大酒店）８

颗星。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坚持应保尽保，全镇落实“低保”户８８０户２０７８人。

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

保２０４２５人，实现全覆盖。总投资２４０万元，新建

郭园小学晴雨操场；总投资５９５万元，建成车马湖

幼儿园。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转型保险全覆盖。

镇政法综治中心建设主体结束。新建财政彩虹桥

７座、公路二级桥梁２座，改造桥涵５座，新建（修

建）农村通达工程２３．２８公里，累计投入资金

１９５８．７万元。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全镇开展文

·６２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文明社区创建活动，郭

园镇被授予南通市文明乡镇、如皋市文明镇称号，

薛窑社区被评为南通市文明社区。镇财政所、国土

资源所、法律服务所被评为市文明行业。社会事业

服务中心、郭园初级中学、南通德玛瑞机械有限公

司等１６家单位被评为文明单位。田王村、郭园社

区、田桥社区等６个村（社区）被评为文明村（社

区）。正常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举办“雉水之夜”

郭园专场、郭园镇第二届文化艺术节暨文化进社

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送戏进城等大型

文艺演出活动。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持续开展

矛盾纠纷化解突击月活动，组建综治长安服务队。

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模式，组建启航服务小分队，创

建启航阳光创业基地，先后为南通市、如皋市特殊

人群管理现场会提供现场。

【郝晓东当选全国乡镇党委书记情系“三农”十大新

闻人物】　１月，由农民日报社、中华农民报协会牵

头组织的首届全国乡镇党委书记情系“三农”十大

新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郭园镇党委书记郝晓东高

票当选。

郝晓东历任村会计、村支书，副镇长，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副主任，镇长，

镇党委书记等职，在“三农”一线工作１８余年。自

２００９年任郭园镇党委书记后，面对该镇经济基础

较薄弱的现实，他更是将乡镇发展和农民增收当作

头等大事，早出晚归，一心为公事奔忙。他大力发

展高效规模农业，引进全球最大的管桩制造商———

建华管桩，带动郭园镇工业和农业并举发展。富民

强镇效果日益体现，各项工作在全市综合排名不断

前移。２０１１年，郭园镇被市委、市政府评为镇工作

目标综合考核先进镇，获三等奖。年内，其个人事

迹被南通市委宣传部主编的《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一书收录。

【郭园镇在全市创新成立综治长安服务队】　３月，

郭园镇从各村（社区）退休干部职工、专职调解员、

保洁员、护路队员等对象中精心挑选，在全市创新

组建综治长安服务队。

郭园镇综治长安服务队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有

队员１１２人，在全镇村（社区）中实现全覆盖，参与

村（社区）社会治安信息收集、治安安全防范、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人口管理、服务群众等工作。年内，

该服务队收集治安信息５６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

１０５起。综治长安服务队弥补了基层综治组织力

量不足、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环节，架起镇党委、政府

与群众沟通桥梁，维护了社会稳定。

【郭园镇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模式】　５月，郭园镇

大胆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模式，挑选１２名平时表现

较好的社区服刑人员组建启航服务小分队，参与

治安巡防，让受教育对象在服务于社会中被社会

接受，早日融入社会。郭园镇流转土地１０公顷，

创建启航阳光创业孵化园，促进特殊人群就业、

创业、富业。

年内，启航服务小分队协助交巡警维护交通

秩序４５人次。启航阳光创业孵化园项目占地１０

公顷，主要从事油桃种植、特种水产养殖、就业培

训等，先后接纳刑释过渡性解教人员１２人、社区

服刑人员３人。通过孵化园就业培训，６人走上

自主创业道路。７月２２日、８月２日，启航阳光

创业孵化园先后为南通市特殊人群管理现场会

和如皋市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现场会提供

现场。

【郭园镇全年创建５个高标准现场】　年内，郭园镇

为全市提供“两个加快”、农村环境“四位一体”长效

管护、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示范区建设、小城镇“十个一”功能建设、“两新”

党组织作用发挥暨党建工作示范点创建高标准现

场会５个。在上半年“过半争先”重点工作综合考

核中排名全市第二，在沿江经济洽谈会“百日大决

战”竞赛活动中综合排名全市第一。

（龚海斌）

·７２４·镇区概况



２０１１年郭园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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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０００ １３．９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９２３ ７．０１

财政收入 万元 ８０４８．６９ ４４．１８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９８６７ １４．４９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７７８４ ８．５５ 集贸市场成效额 万元 １２０１０ ８．８８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０４４２ ４．８３ 各类汽车 辆 １０２１ １０．７

年出栏生猪 头 ３４７５９ ４．０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５ ２．１８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５２．４６ ４．６７ 科技人员 人 ４９７ １．４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９４ ３．１９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７５ １．２３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４５７ －９．５０

工业企业 个 ８８４ ３７．９１ 在职教师 人 ２１４ ４．３９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３０ １７０．４９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５９８４６ ２１．８１ 卫生室 个 １４ －４６．１５

工业利税 万元 ４５８９０ ４６．７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５ －２１．０５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３．１６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６２７８ ０．３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１．０１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０００ －５２．３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９０００ ７．８６

外贸供应额 万元 ４３４１７ １９．４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１０９２ 持平

三产实体 个 ３９７１ ２５．３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７３５ １９．０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２６５３ １１．０５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３．５ １．１６

２０１１年郭园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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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桥 社 区 沈世斌 张光林 ２９ ４５１０ １９７．７ ４８８４８．１３ １３０７３

田 王 村 陈志坤 任跃华 １５ ３１０５ １４９．３ ２９８４４．５５ １２８８８

车马湖社区 陈海峰 沈全胜 ２５ ３８２４ １６２．３ ４８４０８．０９ １３５６３

谢 楼 村 杨建成 朱玉树 ２５ ３５３１ ２１３．８ ３７９９３．２７ １１５３６

范 刘 社 区 沈良德 陈慧军 ２３ ３７２９ １６９．４ ４１５１３．６３ １２９１８

杨 洲 社 区 阮昌明 罗明礼 ２４ ４０１０ １９８．７ ４３１５６．７５ １３１２６

刘 胜 村 薛良志 吴建兵 ２１ ３０３５ １３５．１ ３１８８４．４２ １２７７１

田 桥 社 区 邹永红 邹永红 ２６ ４０３０ １５０．３ ４６１４２．０６ １１７０９

郭 居 社 区 徐高泉 徐高泉 ４２ ５１８３ １７８．３ ６７１１９．４１ １３６１３

富 圩 村 张 敏 郭 丽 ２０ ３１３７ １５５．５ ３１５３０．４４ １２０７７

义 圩 社 区 薛井全 薛井全 ２８ ４１０９ １６６．９ ４６１４５．７３ １１７３７

郭 南 村 郭建清 陈佳佳 ３０ ３６１８ １４６．７ ４１４１１．４９ １２２９２

薛 窑 社 区 陈 健 陈 健 ２８ ４０４０ １８４．３ ６４７４０．４８ １４５０４

蔡 埠 庄 村 薛永峰 薛建中 ２７ ３０１０ １３１．１ ３１３９３．８３ １１７５６

·８２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