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石石　　　　　　庄庄庄　　　　　　镇镇镇

【概况】　石庄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全镇总面积

５６．９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５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２９１９公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９个。总户数

１．９４万户，总人口６．３５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５．８２

万人。２０１１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２亿元（现

价，下同），同比增长３２．２％。完成财政总收入

１．４５亿元、一般预算收入６８９０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１７．２％、２１．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完成建筑

业施工产值４．３２亿元、税收５５６万元，实现服务业

增加值１．３６亿元、税收２７００万元。２０１１年，获项

目投入红旗单位、新农村建设十大工程红旗单位、

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红旗单位等奖项，在全市综合考

核中名列第九。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实现农业增加值

２．２１亿元，新增规模农业项目４１个，完成实际投

资额３．４５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全年累计流转土

地６７６．６７公顷。全镇有水产、生猪、家禽养殖大户

４６２户。发展高效农业，按照蒲黄线和王石线“十

字轴”型规划，打造农业特色基地。以“万顷良田”

工程为推手，按照非工业村（社区）“一村一品”原

则，推动各村（社区）特色设施农业园区建设。做大

做强现有的江中酒业、绿爱康特种养殖、华君生态

养殖、穗丰米业、寿星食品等农业龙头企业，形成前

延后伸的农业产业链。全年申报农业科技计划６

项。完成河道整治２４条，疏浚１６．７２公里，总动土

量３３．３７万立方米；修建防渗渠５．５公里、分水闸

９座、节制闸５座。

工业经济　年内，完成工业应税销售２０．０３亿

元，全镇应税超２０００万元的规模企业数达３２家，

其中超亿元企业７家。新生港综合产业园区、四号

港精细化工和船舶配套园区、张黄港新型建材和物

流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载体建设配套全面到位，服装

纺织、精细化工、物流、新型建材、特种电机五大主

导产业初具规模。全年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０００万

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１２０１万美元。完成进出口总

额４５９０万美元。新增装机容量１５０６０万千伏安，

完成设备抵扣税１５８２万元，总量列全市第一。全

年实施亿元以上项目１３个。完成高新技术产值

１６．０２亿元，培育企业技术开发项目８个，华峰化

工建立省级科技研发中心。全年申报工业科技计

划９项。引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３．７１亿元，新增

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７．６４亿元，新增个体工商户

４９０户、私营企业１４８家。

小城镇建设　年内，完成城镇建设投入８６００

万元，出让土地１２．８公顷，房地产开工１２．６万平

方米、竣工７．２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房８万平方米。

“五横四纵”道路框架初步成型。完成交通投入

７０００万元，江平线石庄镇区段一期拓宽提升工程

建成通车。沿江一级公路、蒲黄线、焦港闸重建、连

申线拓宽等重点工程在境内实施。镇污水处理厂

投入运营，新增污水管网４公里。年内，永林国际

大酒店成功营业，诚源物流园区启动建设。

社会事业　年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居

民养老保险人数１９６２７人，农村养老保险基本实现

全覆盖，新增企业职工“五险”参保５００余人，新增

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２８７人。落实城乡“低保”和

“五保”供养工作，全镇６９３户１３７６人享受“低保”

政策，２４８人被纳入“五保”。开展残疾人调查登记

评定工作，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中，享受“低保”２３６

人，享受残疾补助５３２人，享受护理补贴７２人。在

全镇１６个村（社区）中全面开展村庄环境整治行

动，新建农村公路１３．４公里，新建、改造农桥１１

座，农路管护规范到位。年内，石庄小学新校区投

入使用，完成石庄中心初中公寓楼提升改造工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全年农民大病补

助医药费４９７万元。完成历史文化名录收集和镇

志撰写，群众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全镇新增数字电

视用户９１８０户、有线电视用户２６０户。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扎实推进文

明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协调发展。全年接待来信来访

９６起３２８人次，办结９４起３１０人次，及时处理市长公

开电话督办事项，累计处理落实１４４件。大调解工作

全市位居第二，村（居）专职调解队伍不断壮大，全

年排查各类社会矛盾纠纷１５６起，调解成功１５６起，

调解成功率１００％。实施“技防入户”工程，安装电话

报警系统３５８２户。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

件，人民群众安全感提升至９７％。全面推行依法行

政，坚持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严格按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断加大政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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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和电子政务建设力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

效能，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

【南通中技桩业有限公司落户石庄镇】　６月，由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中技桩业有限公司投

资的南通中技桩业有限公司落户石庄镇。项目为

６条方桩生产线和４条Ｕ型板桩生产线，总投资

１０亿元，规划面积４０公顷。

其中，项目一期４条方桩生产线项目总投资８

亿元，项目注册资本金２亿元，年内首期到位８０００

万元。一期用地１４．８公顷，新建厂房及附属用房

１１．６万平方米，购置设备１９５８台（套），建设期半

年（包含码头、供电专线等基础设施），预计２０１２年

１月份投产。

【３３６省道石庄镇区段建成通车】　１０月，３３６省道

石庄镇区段建成通车。

３３６省道石庄镇区段改造工程起点位于３３６省

道与石庄镇东板桥南路的交叉口，向东跨越如皋港

引河后，终于与如港公路的交叉口，全长约２公里。

该工程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进行改造设计，

道路红线宽３２．５米，设计速度为６０公里／小时，项目

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石庄镇南大街步行街全面建成】　１１月，石庄镇

南大街步行街竣工。

石庄南大街原有住房大多是４０年代老平房，

房屋破旧变形且渗漏严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影

响居民居住环境。２００６年，石庄镇政府启动南大

街改造建设工程。该工程搬迁旧居房近３００户，总

建筑面积约５．６万平方米，总投资约１．２亿元。改

建后的南大街成为石庄镇最繁华的商业街。

【安康医院迁建工程全面竣工】　１１月，安康医院

迁建工程全面竣工。

年内，因资产盘活需要，根据镇政府规划要求，

安康医院整体搬迁至原石庄小学。工程投资２０００

万元，新建医技大楼６０００平方米，增设床位２００

个，可容纳病人４００余人。

（陆银亮）

２０１１年石庄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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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５２８ ２１．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５３１ ０．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４４５８ －１．２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９８９２ ０．５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９１２８ ３．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５６２ ０．５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２２６７ １ 各类汽车 辆 ３５６ ２１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１９４０ 持平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５８ ２．５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２ ３．２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６１ ４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４７．４ ４０ 科技人员 人 ３２４ ０．９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９４ ２３．５ 中小学校 个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４９ ２．５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７２７９ －８．９

工业企业 个 ５２７ １．２ 在职教师 人 ５８２ －１．９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５１７ ２．８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５９１０６ １９．４ 卫生室 个 １６ －３８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１７７８ １３．５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９ ２８．５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持平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５７０２０ ３４．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１ 持平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１９７０ １．２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９７２９ ４３．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３６００ ７．３

三产实体 个 ２７６１ ０．３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３８３０ １７．８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９２７８１ １．１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９ 持平

·０３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石庄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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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兴 社 区 缪德兵 王道吉 ６ １０１６ ４９ ２２４０８ １５２１０

张黄港社区 许国民 许国民 １５ ３２０４ ７５ １８８６９ １６１２４

石 北 社 区 蔡成贵 王炳祥 ３５ ４４５９ ２０３ １３２２９ １３４９０

张杨园社区 蔡显俊 蔡显俊 ２７ ３６８９ １５４ ２７５７９ １４０２０

砖 桥 社 区 石友益 戴建明 ２５ ５０４６ １６９ ８８２９ １３２６２

石 庄 社 区 张卫华 陈建军 ２１ ７６４３ ６１ ６８６６５ １６８７５

石 南 社 区 曹 阳 曹 阳 ２３ ４１２８ １５６ ２７７８５ １４２０５

闸 口 社 区 石高付 石高付 ２１ ３５８８ １４０ １１１４１ １４２９６

新生港社区 孙 锋 孙玉林 ２６ ３５７７ １４３ １７９５４ １４６９１

何 正 村 刘兴华 刘兴华 ２７ ３７２６ １９４ ７９１２ １３７００

思 江 村 王志彬 石 勇 ２０ ２７７９ １４４ ７０２８ １３０６９

楼 房 村 石明东 张耀建 ３２ ４５０２ １８４ １６９３４ １３３００

唐 埠 村 钱爱兵 钱爱兵 ３２ ４０４４ １７２ １０１７３ １２４８８

洪 港 村 王蔡祥 王蔡祥 ２２ ３５２４ １８７ １１５３０ １２０９１

凤 龙 村 朱义华 朱义华 ３０ ４２３４ ２２０ １２２８６ １２６６５

杨 庄 村 杨中华 杨中华 ２２ ３３８０ １５２ ４９７０ １３０３３

（朱建明）

吴吴吴　　　　　　窑窑窑　　　　　　镇镇镇

【概况】　吴窑镇位于如皋市南部，总面积６４．３６平

方公里，镇区建成区面积３．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２９９４．５８公顷。辖行政村９个、社区８个，总人口

６４５１８ 人。２０１１ 年，全 镇 完 成 财 政 总 收 入

１４５７４．７９万元、一般预算收入９９０２．３６万元，分别

占年任务的１４５．７％、２３５．８％，在全市率先完成全

年加压目标任务，并率先实现财政收入超亿元目

标。服务业投入１．２８亿元，服务业税收９０３９．４７

万元，服务业在全市１７个镇考核中排名第一。在

全市“百面红旗”竞赛中，获招商引资、服务业、财政

收入、新农村建设竞赛红旗４面；获市文明镇、人大

工作先进镇、镇工作目标综合考核先进镇等奖项

１１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实现农业总产值

８６２８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２０％。累计完成土地流

转２３９４．８７公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３６家，发

展社员入社４８１８户。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７家，

入股农户６７８８户，入股面积１３１．１４公顷。全镇完

成设施农业投入１．６５亿元，建成占地３３．３３公顷、

投资７５００万元的有机农业园区。吴窑、立新社区

率先启动农民集中居住区多层建筑建设，年内开工

１２５７套，入住农户１１３７户。投入２２０万元长效管

护“绿化、河道、保洁、道路管养”四位一体的农村环

境。新增绿化造林面积４３．３３公顷；疏浚三级河道

１条、四级河道１７条，清淤土方３６．７５万立方米；

完成如海灌区第九期续建配套黄石灌区开发工程，

新建泵站１座、防渗渠３３００米；实施千亿粮食规划

田间工程———红旗灌区改造工程。

工业经济　年内，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１２０万

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６％；实现到账外资１２０４万美

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３３％。完成全部工业项目投

入７８２６０万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３３％，其中规模工

业项目投入７２１６０万元，占年目标的１００．２２％。

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７３３５５万元，其中规模工业

应税销售４２０５７万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５．１４％。全

部工业实缴税金３６９４万元，其中规模工业实缴税

金１９１５万元。全年新增规模企业１家（南通元方

纺织有限公司），新增私营企业１１４家，发展个体工

商户２９０个，引进市外民资３０３７８万元，在外能人

返乡创业５３人。引进、落户投资超亿元项目２个

（三强容器、华纳科技）。全镇完成技改投入４６１３５

万元。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７９４名学生参加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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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６２０分，录取率达９８％，被如中公费生录取２６

名，在全市综合考核中排名前十。全年开展劳动力

就业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创业培训达４０００人次。

新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为１００％，累计参加农村养

老保险２３０４３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１７２７人，

“五保”集中供养率７３％。吴窑福康医院新增床位

６０张，免费为６５岁以上老人体检达８０００人次，免

费为育龄妇女普查妇女病达４０００人次。４月，吴

窑中心学校语文教师李继东在教育部举办的“新课

程、新课标、新课题”主题演讲比赛和课堂教学比赛

中分别获一等奖和特等奖。１２月，中国民营５００

强企业———江中集团，向江中小学捐赠６００万元，

用于新校工程建设。

小城镇建设　年内，土地挂牌出让２．８４公顷。

投入２５００万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环东路工

程、电子特色园区水、电配套工程、市政消防栓等工

程建设。累计投入近４００万元，绿化亮化龙游路，

修复镇区路面，全线绿化、亮化镇区主入口，提升镇

区主入口形象，全面完成大型ＬＥＤ室外显示屏及

沿线灯箱广告安装工程。全年完成搬迁１１２户，搬

迁面积１３．３３公顷。实现房产开发税收６５００万

元。年内多层集中居住房开工１０００套，竣工８００

套，入住５００套。在全市小城镇建设“十星级”工程

建设中，获靓丽的镇区入口、繁荣的核心街区、开

放的生态公园、多功能的文体中心、上档次的商

务宾馆、高标准的农贸市场、宜居的农民集居区

７颗星。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年内，开展送戏进

城、“三下乡”活动６０次，开启城乡文化互动之路。

吴窑镇被评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在全镇

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江中集团、镇企业服务中心、农

村经济服务中心、镇福康医院、镇中心幼儿园等１７

家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立新社区获绿

色江苏建设绿化模范村、南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南通市新型村干部锻炼实践基地等称号。３月，举

办首届农民文体艺术节。

【吴窑镇举办首届农民艺术节】　３月５日下午，吴

窑镇首届农民艺术节开幕式暨“新农村、新家庭”文

艺演出在吴窑镇江中集团礼堂举行。舞蹈《相信自

己》拉开文艺演出序幕，杂技、铜管乐演奏、二胡独

奏……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展示了吴窑镇活跃的农

民文化活动、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

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以“新农村、新家庭”为主

题，为期８天。除文艺演出外，还举办卡拉ＯＫ比

赛、象棋比赛、乒乓球比赛、掼蛋比赛等比赛活动

１０多项，参加艺术节的群众达１２００多人。

（李　琪）

２０１１年吴窑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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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６９８５　　 １５２．０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９７７ ９．５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４５７４．７９ １０３．６０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９５１８ ５．８０

农业总产值 万 ８６２８４ １５．２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８３４９０ １．２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３９８２．５ －１．５ 各类汽车 辆 １０５８８ ４３．９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５１７０ ５．５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４２．５ １８．４５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８．２ ０．１２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９０ ３．６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１６ ５５．５０ 科技人员 人 ４２７７ ５．２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４３０ ２．３８ 中小学校 个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７３ ２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５３６ －５．２０

工业企业 个 ５５４ ５．０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９２ －２．０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９６２ ７２．４０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７９９０００ １８．９７ 卫生室 个 ２１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９７１７ １５．０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７ １３．３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９ １．００

完成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６１３５ ２．８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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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８３－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４ ９．４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４８６９ ２０．０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１２６８ １５．０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３３３６ １１．５０

三产实体 个 ２６８６ １０．０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３３１ １７．８０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１０７０ １４．９０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１ １７．３０

２０１１年吴窑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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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

人均收入
（元）

吴窑社区 沈良华 沈红兵 ２８ ５８８６ １３４．５５ ５．３４ １６３５８

黄石社区 沈卫华 沈卫华 ２１ ３９８６ １６１ ４．４ １５５９９

沈 徐 村 蔡成君 蔡成君 ２５ ４２６０ ２１３．３４ ３．０５ １１３３２

钱庄社区 张耀兵 张耀兵 ２１ ３６６３ １４１．１ ３．５６ １４０１１

陈 家 村 倪绍云 倪绍云 ３０ ４６６１ ２２０．６４ ３．２８ １３９０９

何 柳 村 郝荣建 郝荣建 ２０ ３０２６ １６１．４ ２．６２ １５１３０

沈 甸 村 纪树华 沈忠泉 ２８ ３９１２ １７９．８４ ２．９９ １５２０８

三元社区 万久国 万久国 ２３ ３０８６ １６６．３９ ３．５９ １４８９７

立新社区 严希平 严希平 ２５ ４０６０ ２１５．１ ３．０８ １５６３７

大石社区 石晓林 石晓林 ２４ ３４８５ １９０．３ ３．１８ １２８２３

小马社区 王天华 王天华 ２５ ３０６５ １５７．６６ ２．５ １４７９１

龙 河 村 郝忠林 郝忠林 ２２ ３２５８ １６９．３７ ２．８２ １２６８９

平 田 村
杨海涛
（主持）

! ２６ ３９８７ ２１５．８ ３．０４ １５００９

四房社区 李世安 李世安 １８ ３１５０ １５８．１８ ２．５５ １２２７２

长 庄 村 张台建 张台建 ２４ ３３００ １６５．０１ ２．５６ １５４９１

长 西 村 李文泉 李文泉 ２２ ３０５６ １６１．２２ ２．５８ １３８５７

老 庄 村 许 明 许 明 ２０ ２９０２ １８３．６８ ２．５８ １３１０５

江江江　　　　　　安安安　　　　　　镇镇镇

【概况】　江安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南与靖江市隔

河相望，西与泰兴市毗邻，宁通高速公路、蒲黄公路

横穿东西，焦港运河、江曲公路纵贯南北，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８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３４３．６１公顷。辖行政村１５

个、社区１０个，村（居）民小组５４２个，总户数

２８７５１户，总人口９２２２４人。２０１１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１４９９８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８％；完成财政

收入１３５３５．１１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６６％。被表彰

为南通市发展民营经济先进镇；在全市“百面红旗”

竞赛中，获项目投入、全民创业、新农村建设十大工

程竞赛红旗３面；获市新型工业化考核先进单位、

“十佳”商贸流通先进集体、村级集体收入先进集体

等奖项１６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实现农业总产值

３．６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打造徐柴、黄建千亩

猕猴桃基地和有机蔬菜基地、陈严日光温室大棚蔬

菜园区，带动连片高效农业园区建设。巩固扩大长

寿集团明珠畜牧、万象牧业、时来牧业等八大猪场，

带动主导产品生猪、家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秋播

期间，引进广东温氏集团，在六团村投资兴办占地

３３．３３公顷的土鸡养殖基地，以基地加农户养殖方

式，带民致富，年出栏肉鸡达２００万羽。全年农保

区整理土地３７．４７公顷，占年计划的１１２．４％。全

镇累计建成三大合作经济组织６８个，其中农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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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３８个、土地股份合作社２５个、社区股份

合作社５个。新增设施农业２０６．６７公顷，占年计

划的１０６．８％。全年整治镇级河道１条，长１．２２

公里，整治家沟家塘及四级河２５条，累计完成土方

４９．３万立方米，全部通过市级验收。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１９．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８４％，其中规模工业应税

销售１１．８１亿元；实现规模工业利润１．６亿元。完

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０４１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１２０５

万美元。完成全部工业投入８８５４８万元，其中规模

工业投入８２６０８万元。新增装机容量１３３９９千伏

安，同比增长０．３３％。完成固定资产设备抵扣税

７２７．８２万元，同比增长８６．２％。新增个体工商户

５０７户、私营企业１９４家，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

７１２３９万元。引进市外民资３６９７２万元，１５家超千

万元项目及靖联机电、格林机械、华生汽配、龙澄热

镀锌４家超亿元项目相继落户。新增规模企业２

家（南通谢氏时装有限公司、南通靖虹汽配制造有

限公司），全镇现有年销售２０００万元以上规模企业

４１家。在环镇南路两侧高起点规划，精心打造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年内新进区项目６个，其中亿元

项目４个。江平、镇中、黄市三大工业园区实现“九

通一平”，工业集中区建设年底考核位居全市第一。

成功申报省级研发中心１家（南通玉兔集团）、省级

创新型企业２家（南通玉兔集团、江苏汤臣汽车零

配件有限公司）、省级高新技术企业１家（北辰科技

有限公司），专利申请１６３件，发明专利申请５０个，

科技创新年终考核位居全市第一。

小城镇建设　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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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前街东首）、一个贯通的镇区路网、

一个精致的商品房小区（益多花园）、一个完善的工

业集中区（镇中工业集中区）、一个高标准的农贸市

场（江安农贸市场）、一个多功能的文体中心（江安

镇文体活动中心）、一个繁荣的核心街区（府前街）７

颗星。集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小龙河生态公

园建设初具规模。实施旧镇改造，启动滨江新城建

设工程，城镇建设综合考核名列全市第四。如皋西

部最大的购物商务中心———全润商贸广场星联超

市建成并营业。９月初，集购物、旅游、休闲于一体

的振业商贸街一期临街商铺开工，建筑面积近２万

平方米。府前路南侧农民集中居住区朝阳花苑首

期７幢破土动工。

社会事业　年内，打造“教育江安”品牌，全镇

各校均成功创建市平安校园，各校校食堂均创建成

为南通市Ａ级食堂。江安小学教学楼建设封顶。

镇中心初中被市教育局表彰为义务教育阶段教学

工作先进集体，江安中学连续第六年获全市高中教

育综合评估一等奖。全年新增数字电视３３００余

户，全镇数字电视用户累计达１．７７万户，获全市数

字电视发展工作先进镇称号。参加新型合作医疗

８０７４３人，参合率１００％。江安医院开展争创二等

乙级医院活动。全年开展土地管理执法巡查１５２

次，清查企业违法用地１６家，面积２５．４２公顷。新

建农村公路６．９公里，改造农村危桥２３座，均完成

市交任务。全镇１５４２户、３３１７名“低保”户，５６１名

“五保”户全部实行应保尽保；重残补助９７０人。参

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３５２８０人，实现全覆盖。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年内，组织党员干

部、规模企业开展“双联双助”、“千企连百村”活动，

南通玉兔集团获市“千企连百村、共建新农村”先进

集体。开展民主法制村建设创建和“六五”普法教

育活动，朗庙、马堡、徐葛、鄂埭４个村建成南通级

示范村（社区），新建村建成省级示范社区，中心社

区法治文化园获市首期民主法治示范点称号。实

施公民素质提升工程，推进机关公务文明、行业职

业文明、农村民风文明、社区生活文明、经营文明和

校园文明建设，放大“爱心超市”品牌示范带动效

应，打造“诚信江安”，镇财政所、镇邮政支局、镇农

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等１８家单位获市文明

行业（单位）称号，鄂埭、徐柴、六团村获新农村建设

“十大工程”红旗村称号，宁通、中心、黄建等６个村

（社区）被评为市文明村（社区）。４名大学生“村

官”当选为村（社区）主任，抽调３名机关工作人员

充实村级干部队伍，配优配强基层组织。１月，江

安镇选手参加市“苏浙”杯集体健身舞大赛获一等

奖。６月，周群社区选手参加市青年歌手大奖赛获

唯一的特等奖，获价值１０万元的轿车１辆。９月，

组织送戏进城，在安定广场举行江安镇专场文艺演

出，获优秀组织奖，《江安的号子颂党恩》获一等奖。

１１月，在参加市村居“湖刘社区”总决赛中，江安象

棋代表队获全市团体赛第二名。

【日光温室大棚蔬菜项目落户陈严村】　３月，由返

·４３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乡能人严扣书、陈小财投资兴办的如皋益生蔬菜有

限公司落户陈严村。６月，首期项目———温室日光

蔬菜大棚建成并投入使用，占地３公顷，投资３００

万元，种植西红柿、刀豆、胡椒等蔬菜，并邀请山东

省寿光县蔬菜专家驻园指导。经实践，温室日光蔬

菜大棚种植取得初步成功，亩收入可达４．２万元。

【江安镇村（居）矛盾调处综治服务中心实现全覆

盖】　４月下旬，为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基层基础工

作，镇政府抽出资金，在全镇２５个村（居）组建矛盾

调处综治服务中心。通过选举，整合各种社会资

源，各村（居）矛盾调处综治服务中心配备讲党性、

有公信力、有说服力工作人员３人，专门接访，化解

基层矛盾。５月１９日，全市创新发展大调解体系

现场推进暨“大调解宣传月活动”动员会在江安镇

召开，推广江安镇社会管理创新做法。

【朝阳花苑安置房开工建设】　９月５日，位于府前

路南侧、环镇西路东侧的农民集中区朝阳花苑安置

房开工建设。朝阳花苑占地９．８７公顷。其中，一

期占地４．１３公顷，规划建筑面积１０．８万平方米，

安置规划为５排、２０幢。至年底，首期７幢、建筑

面积为４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建至第三层。

【江安镇创建高新产业工业园区】　年内，江安镇规

划建设高新产业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２平方公

里，重点吸聚高新产业，力争在“十二五”期末打造

成５０亿能级园区。截至年底，进园企业６家，总投

资６．１亿元，涉及环保、机电、汽配等产业，其中格

林机械、靖联机电、华生汽配、龙澄热镀锌４家企业

为超亿元项目。

【江安镇启动滨江新城建设工程】　年内，江安镇加

快旧镇改造步伐，启动滨江新城建设工程。滨江新

城位于江安中学南侧，占地７．０７公顷，总规划建筑

面积１４．１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住１２００户。年

内，完成项目涉及范围的１９２户居民搬迁工作。

（黄明德）

２０１１年江安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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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９９８１　　 　１９．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３１８　 ７．３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３５３５．１１ ２５．６６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１８４６ ０．４８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３．６６ １６．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２６１８ －６．２８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２９９４ ２．１４ 各类汽车 辆 ２６６０ ４２．８６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５６７７２ －３．２９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１６．６ ６．２５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６．２１ ０．１７ 电话普及率 个 ３１０５０ １０８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４．８ ７．０４ 科技人员 个 ９９２ １．６４

水产品产量 吨 ９２１ ９．７８ 中小学校 个（所）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４６ ７．７９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６７２０ －１．５４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１２ ５．１１ 在职教师 个 ３９５ ２０．０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１２ ５．１１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６６５９６６ １１．８１ 卫生室 个 ２８ －６．６７

工业利润 万元 ２３８６７ －９．０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７ －３５．６２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５ 持平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２０５３１ －４．５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２ １０．５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４４６００ １５４３．１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２０８０ ２９．２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５２８０ １．７３

三产实体 个 ３４２１ ６．２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６８４ １９．９６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４８８９ ２．７９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４．３５

·５３４·镇区概况



２０１１年江安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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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 庙 村 石明德 丁国圣 ２６ ３５１１ １２１．６７ ２０１３１ １２０３８

新 建 村 吴正义 吴俊海 ２７ ３６６１ １９８．３３ ２２８２８ １１５００

佘 圩 村 陈国平 陈国平 ２１ ３１０５ １５３．７３ １５３３０ １４５０７

北 元 村 石 岳 石 岳 ２４ ３４５９ １５３．３ １４０１５．８９ １１９６７

环池社区 许金来 许金来 ２３ ３５１９ １４５．３３ １７５９０ １１４１８

六 团 村 徐文中 陶 伟 ３０ ４４３８ ２９３．３３ ２４３６８ １２７１１

申 九 村 张永旺 张永旺 ２０ ３０４４ １７４．１３ １８７７７ １１９０１

鄂 埭 村 谢桂平 谢桂平 １７ ２５６６ １０５．７３ ２０４０９．７ １４６１６

百 新 村 袁权民 王 剑 １８ ２８６２ １６３．８ １６２９８ １２２９０

宁通社区 钱慧明 龚玉平 ２３ ３５９１ １５５．７３ １１００２６ １８０８１

葛 市 村 石刘明 周云圣 １６ ２４００ １１５．５ １３１７０．６ １２５５６

徐葛社区 夏泽权 葛永池 １８ ２２４５ １３０．６７ １１５９２ １０４８０

徐 柴 村 高甫平 刘洪灿 ２１ ３６４７ １５４．４７ １９８７０．９ １３６０９

黄 建 村 黄甫华 卢兴圣 ２３ ３６５０ ２３６．６ １８１６２．９４ １１８８７

黄市社区 顾良如 丁邦国 ２７ ４４９８ ２２４ ２２３１０ １１８４０

中心社区 黄桂华 黄桂华 ２３ ４３８９ ２８１．３ ２０５００ １１４３９

陈 严 村 徐友华 周荣俊 １９ ３４７９ １３４．５３ １７２２５．８４ １０８９０

周群社区 周社建 周社建 ２５ ４３３８ １９６ ２４３７０ １２１１３

镇中社区 周建生 卢宗祥 ２４ ４４０９ １５４．９３ ２５６０８．３９ １３１４８

徐黄社区 黄永贵 周 峰 １９ ３２６０ １５５．６ １８０７３．６ １４５１３

戈堡社区 周维业 尤兴成 １７ ２４９２ ２０３．９３ １３８２６．８ １１６００

联络社区 黄国平 黄国平 ２３ ４５１７ ２０７．４ ４６６５７．２ １５８８１

合 作 村 陈邦太 周学龙 １９ ３００６ １５２．６ １４７００ １１９５３

曹 杜 村 赵锦新 丁新建 ２０ ３２９３ １７８．４７ １４３２４．２ １１３７３

马 堡 村 叶昌宏 叶昌宏 １９ ３０７８ １５２．５３ １５６１４．１ １１６６１

高高高　　　　　　明明明　　　　　　镇镇镇

【概况】　高明镇位于如皋市西部高沙土地区，西与

泰兴市接壤，南与靖江市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四军诞生地，属黄桥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

６６．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３２２公顷，辖行政村６

个、社区６个，村（居）民小组３５５个，总户数１．５万

户，总人口５．３７万人。２０１１年，完成全口径财政

收入３０６７．４１万元、一般预算收入１６１２．４６万元，

分别占年目标的８７．６４％、１０７．５％，同比分别增长

２９．３％、３３．９％。被评为江苏省卫生镇、南通市“十

一五”水利工作先进集体、南通市“四位一体”首批

合格乡镇之一、南通市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先进单

位、南通市农村水利建设“十佳”单位之一、南通市

法治合格镇；获全市新农村建设十大工程红旗单

位、农村“三大合作组织”建设先进集体、发展现代

化高效农业先进集体等奖项１１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

３．４７亿元，高效农业种植面积占比８０．２％。全年

为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现场会提供现场７次。年内

新落户千亩连片设施农业园５个（章庄设施农业

园、黄庄设施农业园、西庄设施农业园、周庄设施农

业园、胜利设施农业园），新增设施农业１０６６．６７公

顷，全镇１２个村（社区）中４个村（社区）实现高效

农业全覆盖，其他８个村（社区）完成千亩以上高效

农业发展任务。黄庄村投入６５０万元新引进大鲵

（俗称娃娃鱼）种鱼１２０尾，被列入省珍稀动物监检

范围；新发展药用蚯蚓养殖基地１６．６７公顷。全年

申报注册农产品商标３个（雉水、沙玉红、玉圣）。

市玉圣禽业有限公司的鸡蛋、沙玉红生态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蔬菜相继被省和国家认定为无公害

·６３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产品，春晶养殖场被评为市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场。

新注册三大合作组织合作社２０个，其中农民专业

合作社１１个、农地种植合作社９个。全镇累计建

成三大合作组织合作社４８个，成员总数１２３５５人，

带动２．２万户农户，社员入社率达６９％，通过合作

社销售农副产品２０４８万吨，实现收入６２２４万元，

成员人均新增纯收入３５００元。全年累计建成农田

明渠２４０余条、暗渠１５条，总长近６００公里，提升

农田排灌能力。高标准整治河道２２条，清理淤土

５９．８万立方米。１１月２６日，全市加快农业、水利

现代化暨村庄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高明镇召开，

高明镇为会议提供农业现代化、水利现代化、村庄

环境整治重点工作高标准现场，全市各镇（区、园）、

市级机关相关部门等５００余人参加会议。

工业经济　年内，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２９．７２

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１０．８５亿元。天赐机械、

安瑞电子、北达机械、铂滢纺织、宝信再生资源、锴

盛新材料、固牌铝业、天时船舶等１１个项目成功落

户高明镇，其中超亿元项目１个（天时船舶）。完成

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３．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４％，

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６９亿元。完成全部工业

实缴税金１７３９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７％，其中规模

工业实缴税金４８０万元。新开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项

目１２个，竣工１２个。完成全部工业投入４．３３亿

元，其中规模工业投入４．０２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３．９％、１０．５％。完成技改投入２．６１亿元，同比增

长９．５４％。协鑫环保与南京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

协议，引导企业在装备提升、信息化改造和新兴产

品等方面加大技改投入力度；天赐机械与中科院、

航天研究所长期合作，签订特效全功能清扫车、机

场跑道和公路除冰清雪两用车技术转让协议；天时

船舶压力容器项目新增三家国际船级社认证。完

成工商注册外资１８００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１００３

万美元，分别占年计划的１２０％、１００．３％。引进市

外民资２０２０３万元，占年计划１３４．６％。培育规模

企业１家（市金蕾服饰有限公司）。新增个体工商

户２５５户。新增私营企业１２４家，注册资本总额为

３．７６亿元。在外能人返乡创业３８人。新增注册

商标４个。全年工业用电量１１２２万千瓦时，新增

装机容量７０２２千伏安。

小城镇建设　年内，进一步完善镇区规划修

编，街区布局逐步向高层建筑和纵深方向发展，瞄

准现代化集镇发展目标，走招商建镇之路，打造西

部精品小镇。完成镇区搬迁５８户，土地整理３．７３

公顷。全年完成土地出让５．８８公顷，完成房产开

发税３５６万元，房产开发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比从上

年１．５％提升到８％。金泰街一期工程整体竣工，

配套正逐步完善，二期正加快建设。育贤小区新开

工２．５万平方米，建成３８６套，入住２８８户。进一

步完善镇区“三纵三横”道路建设，全面提升镇区人

民路、高明路慢车道，地下雨污管网、路灯、绿化全

面配套到位。完成金泰街雨污管网、路灯、绿化、消

防等配套设施建设。投资６０万元的污水提升泵站

建成并投入使用。投资１３５万元，铺设污水处理厂

二期生活污水管网２．２公里。投资２８０万元的人

民路人行路硬质化工程完成方案设计，占地３公顷

的市民公园完成规划设计。镇文体中心开工建设。

完成江曲线东侧规划３公顷的市民公园建设方案

设计，镇文体中心开工建设。在全市城镇建设“十

星级”考评中，高明镇取得靓丽的镇区入口、贯通的

镇区路网、繁荣的核心街区、多功能的文体中心、高

标准的农贸市场、宜居的农民集居区、完善的工业

集中区６颗星。４月，率先在全市完成镇区消防栓

建设任务。

社会事业　年内，镇中心幼儿园先后通过南通

市优质服务乡级示范站、省优质园的验收。镇计生

服务站在南通市计划生育二星级服务站先进集体

评比中获优胜奖，被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

优质服务乡级示范站。建成胜利社区、石桥头农贸

市场、西庄村健身舞点３个。围绕农耕文明物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将普查成

果汇编成《高明镇文化遗产采撷》，全书１９章，近

１５万字。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整顿和管理村

级卫生医疗机构，全镇１５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全部建成省级示范站。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高明医

院综合大楼投入使用。“村村通”工程实施网络全

覆盖，新增数字电视用户１５００多户，新架数字电视

线路７．２公里。社保所在各村（社区）设立劳动就

业社会保障服务站，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８４５人

次，新增劳务输出１７５人，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２

个（晓庄、周庄）。全年新增农保参保２９２９人，续保

１５８０６人，累计参保１８７３５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参保１８８０人，超额完成市交任务。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参合率及资金到位率均达１００％。全镇农村

·７３４·镇区概况



９７１户“低保”户、７户城镇“低保”户、１２９位集中供

养“五保”户、５４位分散供养“五保”户均实现应保

尽保。全年开展大病救助１０人次，救助金额

１１４７６７元；慈善救助８人次，救助７８００元；发放扶

孤济困助学金１８人次，计１．８万元。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推动“三解三

促”活动，推行“三理工作法”（及时梳理群众诉求、

实时代理群众事务、即时处理群众难题），发挥“警

民服务一键通”、“调解服务一键通”作用，提高矛盾

纠纷调处成功率，全年调解矛盾１３０起，调解成功

１２４起，调解成功率为９５％。成功创建南通市法治合

格镇，鲍庄村、周庄社区等７个村（社区）通过南通市

法治合格村（社区）验收。关爱弱势群体，与如皋检

验检疫局结对，启动“国检春蕾班”，资助孤儿学生

１５人。开展“晴暖空巢老人心”活动，为空巢老人送

去关怀。打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阵地，全镇１２个村

（社区）实现“妇女儿童之家”全覆盖。镇水利服务

站、高明镇中心学校、镇卫生所、顺达制丝有限公司

等１３家被评为市文明单位。４月３日，在周庄社区红

十四军纪念碑陵园，举行红十四军成立８１周年纪念

大会。１０月１日，高明镇计生办开展“情暖空巢老人

心”活动，为１６位空巢老人送去关怀。１０月７日，“雉

水之夜”———城乡文化互动“乡情乡韵”文艺演出高

明镇专场在安定广场演出，时长近１００分钟，３５人参

演，表演包括舞蹈、独唱、快板、健美操、萨克斯独

奏、小演唱等节目１１个。１１月１８日，全市“妇女儿童

之家”项目提升现场推进会在高明镇召开。

【高明镇承办国家水利工作现场会】　４月，高明镇

代表如皋市承办国家水利工作现场会，水利部总工程

师汪洪以及全国部分省市与会人员５０人出席会议。

年内，高明镇围绕加快防洪水利和农田水利现

代化建设的目标，持续加大投入，改善农田排灌能

力。胜利农业园区喷滴灌面积达７２公顷；晓庄灌

区建成硬质排水沟４１００米，整治排水河２．４公里。

截至年底，全镇累计建成农田明渠２４０多条、暗渠

１５条，总长近６００公里。

【高明镇晓庄村田间水系综合整治示范工程一期竣

工】　９月２０日，高明镇晓庄村田间水系综合整治示

范工程一期竣工。１２月２６日，晓庄村田间水系综合

整治示范工程为全市提供水利配套排水现场会。

晓庄村田间水系综合整治示范工程隶属于市

焦港灌区工程，总投资１４０万元，新建标准规格为

口径１米和０．８米的硬质排水沟计４１００米及配套

涵洞１６座，疏浚河道２条计１７００米。工程建成后

将有效解决晓庄村１００公顷桑田和３３．３３公顷高

效农业设施园排灌难题。其中一期工程投资６０万

元，于９月１日动工，建成硬质排水沟４１００米，整

治排水河２．４公里。

【市农产品交易中心投入使用】　９月，位于高明镇

章庄社区的如皋市农产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

中心）首期建设工程投入使用。中心首期建成办公

区、检测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名优农产品展示厅、

交易大厅，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

该交易中心由镇政府主办、市供销总社支持、

市高明绿地新农公司经营，集农产品展销、采购交

易、物流配送、信息发布、检测认证为一体，由１．５万

平方米的农产品综合交易中心及分类农产品展区、

５０００平方米的智能化恒温加工区、５０００平方米的鲜

活冷链仓储区、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研发办公用房等组

成。交易中心通过优化配置资源，依托三大合作经

济组织，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提升农民收入，引导高

明镇农业向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高效农业转型。

【高明镇承办全市加快农业、水利现代化暨村庄环

境整治现场推进会】　１１月２６日，全市加快农业、

水利现代化暨村庄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高明镇

召开，各镇（区、园）、市级机关相关部门人员５００余

人参加会议。

年内，高明镇不断扩张现代农业规模，高效农

业种植面积达１０６６．７公顷。不断加快现代水利建

设步伐，高标准整治河道１６条，清淤５３万立方米，

河道清理率达８０％以上；新建三级河配套涵洞６

座、排灌渠３万米、防渗渠９．５万米、泵站１６座，全

镇农田排灌和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高标准

集中整治村庄环境，改观农村环境面貌，初步形成

水清、村美、舍洁的农村新貌。

【高明镇通过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镇考

核验收】　１２月１６日，高明镇亿万农民健康促进

行动示范镇创建顺利通过代表省爱卫办、省健教所

的南通市爱卫办、健教所考核验收组验收。

·８３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年内，高明镇政府投入健康教育经费近８４５万

元，除“四害”经费６．５万元，有线电视普及费

３８７．２万元，河道整治资金１８５万元，学校水冲式

厕所建设费用１５万元，镇区公厕、道路等新建维修

费６００万元，农村改水改厕费用１７３０万元，垃圾处

置设施购置费２９．４１５万元，为开展健康教育提供

硬件设施支撑。在全镇开展卫生科普宣传，医院健

教处方使用率达８０％，住院病人及家属相关卫生

知晓率达８８％。在学校深入开展“小手牵大手”活

动，全镇中小学健康课开课率达１００％，中小学生

健康知识知晓率达９０％，健康行为形成率为８５％。

【高明镇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经验在南通市相关会议

上被推介】　１２月２１日，南通市高效农业现场推

进会召开，各县市农业分管负责人，农工办、农委及

财政系统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高明镇作为主要

参观点接受与会人员检阅，并作为唯一乡镇代表在

会上作经验介绍。

年内，高明镇围绕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在

实践中逐步探索出“返乡能人带＋村干部＋农民参

股”高效农业发展模式以及“土地流转收入＋务工

收入＋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利润分红”农民增收新机

制，以创新的组织模式，不断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

收。年内，全镇落户千亩连片设施农业园５个，新

增设施农业面积６６６．６７公顷，全镇１２个村（社区）

中有４个村（社区）实现高效农业全覆盖，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１３３８９元，同比增长２５．７％。

【高明镇被省爱卫会命名为江苏省卫生镇】　１２月，

高明镇被省爱卫会命名为江苏省卫生镇。

年内，高明镇先后投入７００多万元完善镇区“三

横三纵”道路框架，新建金泰街、惠民路，完善老工

业园区、人民路等，完善镇区进出水管道、绿化、路

灯等配套设施。成片造林５８．１７公顷，桑园套栽银杏

４１６．８２公顷，镇区绿化覆盖面４１．１９万平方米，覆盖

率达３３．７６％。投资２００万元，建成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污水日处理能力达１０００吨。垃圾“户收集、组

保洁、村集中、镇转运”，垃圾袋装化率达８５％。整治

河道２２条，总长度２４．５公里，清理河坡垃圾３６０立方

米。投入近３５万元建成标准化公共厕所４个，全镇农

村厕所无害化改造１４２０５户，无害化户厕率达９５％。

全镇自来水普及率达１００％。

【高明镇建成万亩现代农业园】　年内，高明镇开展

创建省级、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活动，放大周庄、章

庄、胜利社区高效农业全覆盖效应，向接壤村延伸，

将刘庄、黄庄、西庄与“万顷良田”工程融为一体，建

成万亩现代农业园。

８月、１０月，万亩现代农业园一期、二期工程建

成，建设标准设施大棚７６６．６７公顷，种植西瓜、葡

萄、茄子、辣椒、花菜、西兰花、水果玉米等品种２０

多个。园区全部建成后，预计亩均收益超过１万

元，将进一步激发村干部、在外能人和村民创业热

情，加快全镇农业现代化步伐。

（刘培媛）

２０１１年高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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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８９１ １１．０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９８４ ４．８

财政收入 万元 ５６６８ １３９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３９７０ ６０．１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６０９３ －７．７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２３６５ ６９．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１１０４ ４８．７ 各类汽车 辆 １５６２ １９９．２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１．４ ５３．３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７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３０．４２－１３ 科技人员 个 ７２１ ２８．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９４９ ９．１ 中小学校 个（所）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０７ １０．７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０９５ －１０．７

工业企业 个 ６８２ ５．２ 在职教师 人 １８７ －７．９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８２ ５．２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７２８４０ ５７．５ 卫生室 个 １５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３８８３ ３１．９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９３４·镇区概况



　续表８７－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５ －６８．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１００ ２．１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２６１１０ ８．２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００３ １０．２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８２６０ ６５．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５４７２ ３６．７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８７１５ ４６．４

三产实体 个 １５８４ 持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３３８９ ２５．７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７６５０ １．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５ ９．８

２０１１年高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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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心 社 区 许 鹏 许 鹏 ４１ ５５７５ ４２７．８ ４３１３２ １４４０７

胜 利 社 区 夏琪斌 孙兴圣 ３７ ５３５８ ２８９．１ ４０２８７ １３８７５

陈 庄 村 孙福亮 孙福亮 ２１ ３２３６ １９３．７ ２０５７８ １２８００

周 庄 社 区 周久海 孙新桃 ２５ ４４６５ ２４５．７ ３３０６３ １５１９４

章 庄 社 区 孙福建 孙福建 ３１ ４４８４ ２５７．７４ ３２１５３ １３３９４

高明庄社区 缪世益 范清忠 ２９ ３５１８ ２５８．８７ ２２０４３ １２４２５

晓 庄 村 张留兵 张留兵 ２０ ２５６３ ２４２．３ １６６２３ １４０５８

鲍 庄 社 区 张建平 王昌文 ２１ ３２６８ ２０７．０７ ２１１３８ １２４６９

西 庄 村 任建兵 钱兴中 ３４ ４４８６ ２５２ ３０４８２ １３２２３

黄 庄 村 王兴宏 王兴宏 ２９ ４４８０ ２８８．１ ２６９７５ １３２７２

刘 庄 村 钱 玉 钱 玉 ３１ ４２３０ ２９７．４ ２８０７１ １２６２６

卢 庄 村 周建宏 周建宏 ３６ ５００４ ３６２．２ ２８７９０ １２３３０

常常常　　　　　　青青青　　　　　　镇镇镇

【概况】　常青镇位于如皋市西部高沙土地区，属黄

桥革命老区。总面积６１．２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

积２９４３．１公顷，全镇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６个，村

（居）民小组３１９个，总人口４８３７８人。２０１１年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７％。完

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４５２１万元、一般预算收入２０８５

万元，分别占年计划的１１３％、１２２．６％。实现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２６７７元，同比增长１２％。全镇建筑

企业完成建筑业施工面积１４６万平方米，实现施工

产值１６．１亿元、税收９０６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１．６％、１８．３％、２０．９％。被评为南通市农村环境

长效管理达标镇，如皋市村组公路建设管理先进集

体、安全生产先进集体、人民武装工作先进单位、商

贸流通经济发展先进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新增高效农业

９３３．３余公顷、设施农业１２０公顷。建成土山千亩

设施农业园，草张、叶庄、董王、万全、楼冯等村高效

农业实现零突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２个，新增

入社会员１２８６人。全镇累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２个、协会１个，入社会员７１３０人，其中符合“四

有”标准８家。建成土地股份合作社１２个，入股土

地５７３．３３公顷，其中新扩股１１８公顷。开发利用

４６６公顷，其中发展设施农业２８３．６７公顷。新建

农村公路１０条计１３．８公里、农桥１２座。推进农

业综合开发二期工程，在建机耕道路２９．２５公里、

暗渠１６．４公里、明渠２５．２公里，建设桥闸涵洞等

配套设施３４个，新建泵站１座，改造１１座。成功

申报省级水土保持项目１个（铁篱社区）。清淤疏

浚镇级河道１条、村庄河道２４条。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３１．４７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４．９％；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１２．４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４０．５％，同比增长

２８．９％。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８．８亿元；全年实

·０４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