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工业利润１．３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８．３％，同比

增长２３．６％。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占

年计划的１３３．３％，同比增长５７．６％；实现到账外

资１０００万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同比增长

２６．５％。引进南通市外民资２．０８亿元，完成年计

划的１２５．５％，同比增长２４．６％，其中制造业实绩

１．４６亿元，民资质量比上年提高１９个百分点。全

年开工建设工业项目１２个（其中，上年结转４个，

新开工３个，技改项目５个），年内建成投产６个

（其中，锦丝源纺织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进入定报企

业行列，西林电子完成技改投入具备投产条件）。

全镇新增电力装机容量３７１６千伏安。完成固定资

产抵扣税１２０．３万元。完成技改投入１６．７亿元，

同比增长９．２％。修编工业集中区建设规划，依托

王石线工程在镇区北侧规划电子信息产业园，依托

连申线工程在焦港沿河规划船舶配套工业园和商

贸物流园。完成工业集中区搬迁８户，整理土地

１０公顷。投入２６８０万元，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占

年计划的１０４．８％，同比增长２１．３％。完成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１２４１４１万元，占年任务的１４０．５％，同

比增长５７．１％。新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实

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１个。报专利申请７８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１７件。申请项目５个，占年任务数

的２５０％，同比增幅３５０％。

小城镇建设　年内，完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城镇

建设总体规划和控规设计修编工作，将焦港河以

东、王石线以西、翻身港以北、叶庄总渠以南纳入镇

区范围，镇区规模扩大０．５平方公里。实施王石线

道路拓宽改造和连申线航道等级提升工程。实施

镇区搬迁２４户，城镇建设用地出让６．１７公顷。房

地产开工面积４万平方米，竣工面积近３万平方

米，完成市交任务。完成龙源置业悦水湾项目和天

友置业金盛花苑项目总评规划设计，总占地１８．９４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３４．６９万平方米，其中一期

工程建筑总面积１０万平方米，于年内开工建设。

建成龙雨小区、富贵园小区、青云小区镇区集中居

住区３个。育贤花苑安置小区交付使用。完成便

民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和派出所建筑规划设

计。新增大型超市３家、酒店２家。小城镇建设“十个

一”工程获一个多功能的文体中心（常青文化大

楼）、一个高标准的农贸市场（龙宇农贸市场）、一个

宜居的农民集居区（龙源－悦水湾）、一个开放的生

态公园（星美生态园）、一张贯通的镇区路网５颗星。

社会事业　年内，落实常青初中学生公寓异地

重建选址，启动搬迁工作，完成搬迁户房屋评估工

作。启动铁草小学教师周转用房和综合楼改建工

程。实现各村（社区）基本用药制度全覆盖，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参合农民达４．２５万人。

组织诚信文化进校园、离退休职工文体活动比赛、

送戏进城等系列文体活动。新增城镇职工社会养

老保险２６４人，占年计划的２６４％；新增城镇居民

医保２７５８人，占年计划的２７５．８％；新增农保

１８７２０人，实现全覆盖。为新增的１０２８名６０岁以

上老年人办理基础养老金手续，全镇累计享受补贴

７２５８人，发放补贴５２３万元。补助“低保”户８０３

户、１８２５人，救助重度残疾对象８８２人。对道路、

河道、绿化等开展“四位一体”管护，整合农路队员、

保洁队员３７人，添置电动车２０辆、垃圾桶２００多

个、垃圾房１２个，农村垃圾实现日产日清。１２月，

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９０００平方米的常青中

心幼儿园开工建设。

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完成镇党委班子

换届等活动，通过公推直选方式，选举产生镇党委、

纪委班子，形成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展社会管理创

新有益探索，整合公安、综治、司法、矛盾调解中心

人员，成立社会管理创新领导组和办公室，组建４０

人的村级综治长安服务队。完善技防网络监控系

统建设，新增监控点２０个，有效防范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依托矛盾调解中心、综治中心和各村公共服

务中心建立镇村两级阵地，重点开展矛盾调处、法

制宣传等工作，全年受理矛盾纠纷２３８件，成功调

处２３５件，其中镇调处中心受理３５起。加大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全年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

４次。国土资源所、农商行高井支行、电信常青支

局等被评为市文明行业，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镇

初级中学等１６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铁篱、董

王两个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楼冯、土山两个村

被评为市文明村。９月，开展送戏进城活动，举办

“雉水之夜”———城乡文化互动“乡情乡韵”文艺演

出，近２００人参演，获市优秀组织奖，舞蹈《太阳鸟》

获特等奖，独唱《向天再借五百年》获二等奖。

【常青镇被评为南通市农村环境长效管理达标镇】

　１１月，常青镇农村环境长效管理达标镇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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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南通市级验收。

年内，常青镇划拨专项资金１００多万元，确保

农村环境长效管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新建道路、

新疏浚河道边全面植树绿化，对原有道路、河道绿

化缺棵补栽，全年累计新增栽植树苗１．４万棵，修

补路面３０余处，更换损坏的安全标识、路牌等２２

个。投入劳力１万余人次、机械４０余台，清理河道

２０余条，累计完成土方８０万余立方米，拓展河道

可养殖面积１００公顷，增加产值３００多万元，为全

市水利工作现场会提供检阅现场。 （王亚松）

２０１１年常青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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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０００　 １２．７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６０ ５．５７

财政收入 万元 ４５２１ １９．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３１１７ ４．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５９１２ ８．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８９７０ －５２．９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９４００ ３２．２ 各类汽车 辆 ２５７６ ８０．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２５５０ ５．６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６５ ５４．２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５．１４ ６．９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６９ １５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２．３ ２．５ 科技人员 人 ８７２ ７８．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７１ ２．４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０１６ ２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９００ －８．２６

工业企业 个 ６６５ ４．５６ 在职教师 人 ２６５ －０．３８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６４ １２．９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亿元 ６４．８ ５．３８ 卫生室 个 １３ －３５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６３９５ １１．２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６２ ３．３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５ ２．１５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６７０００ ９．２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００１ －０．４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７０１７０ ２３．４６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９２７４ ５．３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０８０ －８１．２

三产实体 个 ９８ ３６．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６７７ １２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２９２１ １９．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１１０ ７．８

２０１１年常青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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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圩 村 明长富 明长富 ３０ ４６９６ ２８０．９ ４８５９６．９ １２４３２

铁 篱 社 区 石品高 石品高 ３０ ４７９０ ２４７．１ ４７６８１．０ １２１８１

草张庄社区 张中明 ／ ２７ ４０７４ ２４６．７ ４７０６７．４ １３０８３

邹 蔡 村 邹 平 邹 平 ２４ ３２２８ １９９．９ ３２６５５．４ １２０６０

蔡 炎 村 李世国 李世国 ２５ ４０８０ ２３２．０ ３２１５３．１ １２０９９

横 埭 社 区 蔡明祥 蔡明祥 ３７ ５１３８ ２７２．０ ５８９６４．４ １２１９３

袁 庄 社 区 申跃华 申跃华 ２２ ３６２７ ２４２．０ ４９１２０．３ １２６５９

叶 庄 社 区 金银建 金银建 ３７ ５２７４ ３２１．１ ２４３４８３．４ １４３３９

万 全 村 陈怀进 陈怀进 ２５ ３２１１ ２６４．９ ４４２４８．１ １２２１７

楼 冯 村 韩书建 韩书建 ２１ ２７１７ ２２７．７ ３０９９４．９ １２６１１

董 王 社 区 印国兰 印国兰 ２０ ２８９３ ２１２．３ ５４２８９．６ １３０７３

土 山 村 薛贵如 薛贵如 ２１ ３００９ １９６．５ ３１１４０．０ １２８５１

·２４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搬搬搬　　　　　　经经经　　　　　　镇镇镇

【概况】　搬经镇位于如皋市西部，西临泰兴市，北

接海安县，３３４省道、如泰河贯穿东西，王石公路、

焦港运河穿境而过，属黄桥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

１１０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２３２．５公顷。辖行政村

１１个、社区１１个，总户数２．４万户，总人口８．６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７．３万人。２０１１年，实现全口径

财政收入１０８８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６％；一般预算

收入５０８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４．９８％；农民人均纯收

入１４７３３元，同比增长１８．５１％。完成三产服务业

投入８７００万元，实现服务业税收３９０３万元。完成

建筑业产值６．３亿元，建筑业税收７８９万元。获如

皋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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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镇、发展现代化高效农业先进

集体、农民集居化先进集体等奖项２１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完成规模农业项目投

入１１５００万元，占年计划的１６７．９％；一般农业项

目投入７５００万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９．５％。全年签

约落户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等项目

１２个。流转土地 ８２０ 公顷，完成年计划的

２０７．１％；新增设施农业５７０．６７公顷，高效农业

１１６６．６７公顷，分别占年计划的１６４．６％、１１８．６％；

投资４０００多万元，兴建搬东、焦港设施农业园，占

地１３３余公顷。建立专业合作社６９个，组建合作联

社２个（万富万龙蚕桑合作联社、搬东建佳果蔬合作

联社），辐射带动农户１．４万余户，年销售额超亿元。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规模工业产值

４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３％；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

售１３．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０６％，其中规模企业

应税销售９．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８％。完成全部

工业项目投入１１．８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９．１％，同

比增长９．２％，其中规模工业项目投入１０．１２亿

元，占年计划的１１０％，同比增长１０％。工业用电

量达１３２７０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３．９％。工业新

增装机容量９６００千伏安，同比增长１．５％。完成

工商注册外资２８００万美元，实现实际到账外资

１２０１万美元，引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３．７６亿元。

以生态工业集中区建设为载体，“筑巢引凤”，推进

金鹏标准厂房建设，在镇工业集中区内规划土地

２６．６７公顷建设标准厂房，其中，一期总投资３０００

万元，占地面积４公顷，建成标准厂房２万平方米

并投入使用，常州曼淇威公司、苏州中硅太阳能陶

瓷坩埚项目进驻园区。引进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

项目３个（太阳能坩埚、曼其威电子、聚酯绳）。南

通方因电子有限公司、南通宇博建筑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成功申报为市级工程研发中心，新增１家高新

技术产业企业（南通海泰科特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全年申报专利１８５个、注册商标１３个。新培育规

模企业２家（南通曼其威电器有限公司、南通泰福

尔时装有限公司）、亿元企业１家（市非标轴承有限

公司）。完成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投入２８７０万元，

搬迁整理土地３．３７万平方米。

小城镇建设　年内，城乡建设规划不断完善。

结合新３３４线建设、连申线改造、王石线改建等重

大交通工程，进一步修编小城镇建设规划。全年完

成房地产开发１５．１１万平方米，竣工９万平方米；

实现房地产税收１５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９５．３％。小

城镇建设“十星”级创建获８颗星（一个贯通的镇区

路网、一个繁荣的核心街区、一个开放的生态公园、

一个多功能的文体中心、一个上档次的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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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小区一期工程完

工。全年完成镇区搬迁１００户、８．０４公顷，分别完

成全年目标的１０２％、１２０．６％。完成拆旧复垦４８

公顷，土地出让面积４．７３公顷。全年完成农民集

居房开工１１５０户，竣工８１０户，入住７１０户，分别

占全年任务的１１５％、１０１．３％、１０１．４％。全面推

进小城镇“五横五纵”框架建设，配合市政府完成王

石线拓宽、连申线改造等项目搬迁工作。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教

育教学质量在全市获优秀奖。镇计生站获国家级优

质服务示范点称号，湖刘社区被国家人口计生委表

彰为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先进集体，芹界村被表彰为

南通市诚信计生建设先进集体。搬东社区农家书屋

被省新闻出版局命名为全省“百佳”农家书屋，湖刘

社区等４个村（社区）代表全省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的农家书屋建设情况检查验收。投资１２００万元，

高标准建设镇文体活动中心，建筑面积为６５００平方

米，并成功创建江苏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年内累计发放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和农村低保

资金等１２０３．６５余万元。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１００％。全年新建农村水泥路１６条２６公里、改造危桥

·３４４·镇区概况



１０座，村通公交率达１００％。全年转移劳动力１０１０

人，完成劳动力培训１５１０人，完成创业培训６２０人，

成功创建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村１７个。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镇党委依法

换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双带”、“双

强”、“双联双助”工程，被表彰为市“双联双助”工程

先进集体。组织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参与文明

创建活动，继续被评为市文明镇，全镇１０个村（社

区）获市文明村（社区）称号，１２家企事业单位获市

文明单位称号。依法召开镇第十四届人代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选举镇长１名、副镇长２名。发挥监

督职能，积极开展人大代表之家活动，认真办理人

大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被表彰为市人大工作

先进镇。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被评为市信访工作

先进集体。搬经镇大调解工作模式在全省推广，镇

大调解中心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集体。２月７日（正月十五），举办第十六届文

体艺术节，彩车表演，“千人大连湘”大型歌舞，送科

技、法制下乡，惠农机械展，拔河、羽毛球、乒乓球、

象棋比赛等活动，吸引了近千名群众参加活动。

【搬经镇司法所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司法所】　５月，

司法部下发《关于表彰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司发通〔２０１１〕１０４号），搬经

镇司法所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司法所。

年内，搬经镇司法所配强社会管理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考核导向机制，构建党政领导干部“德、

能、勤、绩、廉、法、安”七位一体考评新体系。整合

公安、专职保安、群防群治队伍和综治长安服务队，

对全镇三个治安重点防范区实行定人、定岗，严管、

严控，对三个治安结合部实行动态环境下的有效控

制。对镇区交通要道、要害部门、重要公共场所及

企事业单位实行防控体系全覆盖，打造覆盖全镇各

村（居）、各企事业单位的新型社会管理中心，实现

创新实战平台全覆盖。在全镇各村启动矛盾大调

解信息平台，及时调处化解矛盾。以加强农村基层

民主法制建设为基点，建立健全基层工作制度，发

挥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第一道防线作用，增强群众

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湖刘社区成功创建省民

主法治示范社区。

【苏州中硅集团太阳能坩埚项目落户搬经镇】　８

月，高新技术企业———苏州中硅集团太阳能坩埚项

目整体搬迁落户搬经镇工业集中区。该公司原位

于苏州高新区，是美国陶瓷学会会员，拥有资深专

家团队，在国内外有较为完备的市场渠道，意向客

户包括保定天威英利、无锡尚德、日本三菱、德国威

克（Ｗａｃｋｅｒ）等国内外行业内领导型用户。项目分

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５０００万元，注册资本金

１０００万元。截至年底，机器设备已进驻搬经镇金

鹏标准厂房。

（谢文君）

２０１１年搬经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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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３０７ ２０．１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８６１ ４．２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８８８ ２７．６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５３２０ ９．７９

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０７０６ １３．６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９５６０ ９．２８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４９６２ １．７９ 各类汽车 辆 ３６４６ ７１．１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９５８１２ ２３．５２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８１ ４．３８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８．５ １０．３９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９０ ６．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２０ ６．１０ 科技人员 人 ２６３０ ６．９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１５６ ０．０９ 中小学校 个 ６ 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１８ １５．６９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６９８３ －７．６０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４１ ３４．３９ 在职教师 人 ５５４ ９．７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９４０ ２９．４８ 医院 个 ４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７２９５３ ６．８９ 卫生室 个 ２３ －６２．３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６９８３ ３２．２８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续表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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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８．１１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４ ９．３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５８２７６ ４．４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４ －１９．７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１７０８８ ９．６５

外贸进出口额 万美元 １００１ ２３．４３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９７１１ －８．３２

三产实体 个 ８７０ ２．８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７３３ １８．５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３９２１０ ３．９５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８０ ２．５６

２０１１年搬经镇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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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经社区 陈小强 陈小强 ２６ ４７５８ ２０１．５５ ２０４１１１．５８ １９６９３

加马社区 陈 建 陈 建 ３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６．６５ ２９４２８．６９ １４４０２

谢甸社区 徐邵贵 徐邵贵 ３２ ４１１６ ２６３．１３ ３９７２８．６６ １４７６０

加力社区 谢玉军 谢玉军 ３６ ４５５０ ３３８．９９ ８４００６．３２ １６６７４

搬东社区 张 建 何 飞 ２０ ３０４８ １７４．５７ ２８１４９．１９ １４３３９

严鲍社区 卢玉如 卢玉如 ２３ ３２２９ ２３３．９５ ２３２５７．２３ １３４５６

朱夏社区 丁维民 丁维民 ４１ ５５９６ ４５４．４４ ７８６５４．７２ １５７９１

群岸社区 徐朝阳 夏茂峰 ２９ ３８３５ ２５９．８４ １５２０６８．３４ １８９０７

鞠桥社区 王正权 郑国华 １５ ２７０９ １８１．４９ ２０７２０．７２ １４０６８

湖刘社区 汪正祥 汪正祥 ３０ ４５８２ ３３４．５８ １７９９００．４２ １８７５５

兴夏社区 鞠九星 鞠九星 ３４ ３４６３ ３２０．９８ ３０６６８．７１ １２８２８

焦 港 村 刘支平 刘支平 ２６ ３４５２ ３０２．４８ ２７４６９．５８ １４４０３

丁 许 村 钱开明 钱开明 ２８ ３３９６ ２８６．８７ ２５６３７．９ １４２３５

万 富 村 顾宏如 顾宏如 ４２ ４４７８ ３５０．８７ ６７０９４．４２ １３５４５

梅 甸 村 邵先良 邵先良 ２４ ２９９０ ２０３．４４ ２１０３７．３２ １３５０３

芹 界 村 朱千政 朱千政 ３６ ５６６７ ４０１．４６ ５５０１６．３９ １４８３１

夏 堡 村 季万进 周 建 ２２ ２８６３ ２９４．７５ ２４５４３．１８ １２５６７

任 庄 村 任志龙 张 健 １５ ２２８９ ２０１．８２ ３２２４８．８７ １２８６０

林 上 村 汪宝剑 汪宝剑 ２７ ３１８７ ２９３．４１ ２６６０６．４９ １１３４７

肖 马 村 肖美兰 周海兵 ２９ ３６３６ ３２６．５７ ３２４２１．５１ １１５９０

龙 桥 村 闫海春 闫海春 １９ ２２８５ １９５．１１ ３３３８５．８５ １２３７７

港 桥 村 李宏明 李宏明 ２６ ３４９２ ３０５．５５ ２２３３６．１４ １２９２２

磨磨磨　　　　　　头头头　　　　　　镇镇镇

【概况】　磨头镇位于如皋市中部，为江苏省重点小

城镇。全镇总面积１０２．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４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３４５．３公顷。辖行政村１６个、

社区５个，总户数２．５４万户，总人口８．２６万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８４８２人。２０１１年，三次产业比重由

２００７年期末的１８．９∶５１．３∶２９．８优化为９．６∶

５９．２∶３１．２，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逐

步趋于合理。实现一般预算收入３９８２万元，占全

年任务的１１９％，同比增长３９．５％；实现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８９６元。获南通市园林式单位，

如皋市小城镇建设十星级考评红旗单位、社会保险

扩面先进单位、“十佳”商贸流通先进单位、发展现

代化高效农业先进集体、农民集居化先进集体、社

会管理创新先进集体、节能减排先进集体、书记大

接访先进集体和村村通公交先进集体等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实现规模项目农业投

入３．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５％。全年完成土地流转

·５４４·镇区概况



面积１５４８．８公顷，同比增长１１．７％。全年完成项目

农业投入２．２亿元，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５７４．６５公顷，

其中，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２５４．１３公顷，新增有机稻

米８９．３３公顷，被命名为如皋市万亩设施农业镇。新

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４２个、合作社成员６０１５人；新

登记农地股份合作社２０个、合作社成员８３１２人。实

施河道整治９６条，计１５０公里。９月，南通市第一家高

效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磨头镇邓高村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建成并正式运营。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规模工业产值４５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４％。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９．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３％，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

５．２５亿元，占全年任务的１３１．３９％，同比增长

２０．３３％。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０１０万元，占全年任

务的１０１％；实际到账外资１２００万元，完成全年任

务。实现规模工业投入８．０４亿元，占全年任务的

１００．４７％，同比增长３２．８％。完成设备抵扣税４５０

万元，同比增长６０．４％。培育规模企业２家。伟

鑫混凝土、耀发纺织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当年进规模企业行列。南通柯瑞丝印器材有

限公司实现税收２２５万元。完成园区基础设施和

功能配套投入６０００万元，核心区整理土地３５．０７

公顷，分别占全年任务的１０４．６％和１０５．２％。园

区框架道路邓高路建成通车，工业园区“五横四纵”

道路框架全面形成。完成１１０千伏变电所建设，提

升园区承载能力。

小城镇建设　年内，完成龙游河镇区段整治、

绿化并形成风光带。建成康福广场、鼎新广场、文

体广场、振兴广场、政府广场，不断完善镇区功能。

投资７１６．０６５万元，新建污水管网６３００米，并通过

验收，实现污水管网镇区全覆盖。完善青年路、日

升路、大江线、金磨路、邓高路、卓吾南路，绿化、美

化、亮化配套到位，镇区“四横四纵”道路框架全面

形成。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２６８０万元，同比增长

３０．６％。全年房地产开发竣工面积２１．２万平方

米，占全年任务的２１２％。对原脏、乱、差的老市场

实施搬迁，建成配套齐全的新市场———金磨市场。

社会事业　年内，新建农村通达工程４公里，

改造危桥３座。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高中普及

率达８６．１％，中考成绩各项指标在全市农村初中

遥居第一。全年新增职工养老保险６９４人、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５９２２人，参加新农保人数达２．９万人，

３８００多人实现按月领取养老金，１．４万多人实现领

取基础养老金。全镇实现社区卫生服务站全覆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９９％。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在全镇推进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创建工

作，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全

镇７家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行业）。重

视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被评为全市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和“五

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进一步增强。全面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和社会矛

盾化解，开展严打专项整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开展校园安全治安整治，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

事件，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提升为１００％。全年

受理群众来电１００多个，办结率达９９．５％，群众满

意率９０％以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年内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

故。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办

理人大代表建议７８件，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

９９％以上。在城乡文化互动文艺演出中，“音、诗、

画”节目参与市级会演节目评比，获一等奖。２月７

日（农历正月十六），举办第八届文体艺术节，文艺

演出、有奖猜谜、拔河、陀螺、象棋、台球、乒乓球、羽

毛球、骑慢车等比赛以及各类咨询活动吸引１００多

名群众参赛。９月１８日，磨头镇在如城镇安定广

场举办“雉水之夜、乡情乡韵”磨头专场文艺会演。

【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现场推进会在磨头镇高庄社区

召开】　８月，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现场推进会在磨

头镇高庄社区召开，高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在

会议上被推广。

年内，为构建幸福高庄新格局，探索符合社区

发展实际的社区管理机制，高庄社区创新管理理

念，实行分片包干和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化管理管理

模式。在优化资源、整合人员的基础上，建成建筑

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以服务大

厅为中心，设党群、民政、卫生、劳动保障、计生、居

家养老、爱心超市等服务部门８个，配备业务查询

指南、便民信息公示栏等设施设备，以开放式接待

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主动式服务和全天候服

务，实现服务理念、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人本化。

（王泽宇）

·６４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磨头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３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３１．８ ２２．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３８２　 ２．４

财政收入 万元 ７０１８ ３８．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０２６５ １．６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１９８４ １３．６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５７３８１ １５．９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６８２１ ５．６ 小汽车拥有量 辆 １３９５ ５５．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９０７９ １１．７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５８ 持平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０７．４５ １３．１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５７２５０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６２ ８ 科技人员 人 ２２６５ ３．６

水产品产量 吨 ７８０ １５．７ 中小学校 个 ６ －２５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５２１ ２１．７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６８１７ －１０．８

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７０ ９．８ 在职教师 人 ４９１ －１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５００ ６．５ 医院 个 ５ ２５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７６７１８２ １０．１ 卫生室 个 ２３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４０００ １．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项目个数 个 ７７ 持平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２ 持平

当年项目投入 万元 １５２３２２ ９．７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０ －０．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２８５２０ １９．３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２１００ １７．２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２４０８ ９　

三产实体 个 ３９６０ ０．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３０１６ １８．２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６１７８ －１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８ １．２

２０１１年磨头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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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头社区 沈建华 钱林俊 ２３ ３９０６ １９３ ２８９９０ １５２７１

丁 冒 村 夏书华 刘建忠 ２０ ２９４９ ２３９．３ ２３００９ １３２６８

天阳社区 俞勋宏 陈长银 １７ ２６０７ １８５ １３８６４ １４６４７

星 港 村 丁井圣 宋庭国 ３４ ３８０１ ３１３ ２５１３６ １３３３４

新 徐 村 马宏建 马宏建 ２９ ３８３４ ２５７．１ １８７３７ １１９７３

严 狄 村 赵法生 张仕建 ２４ ３１７９ ２３５ １６３６５ １２２６３

兴 韩 村 秦国明 秦国明 ２４ ３２８３ １８８．９ １６２７８ １１８７１

高 李 村 高 彬 高 彬 ２５ ３２３６ ２２６．７ １７１１４ １２０３１

顾 沈 村 吴云国 吴云国 ２９ ３９７３ ３１４．３ ２５１６４ １２４９８

朗 张 村 郝兆军 郝兆军 １７ ２８０２ ２４６．５ １７９４８ １１９７０

高庄社区 丁正付 许映康 ２１ ３１０６ １７９．５ １９０７６ １３３２０

老 户 村 朱 华 朱 华 ３０ ３９５９ ２４８．５ ２１６３５ １２２０６

董 堡 村 贾 建 刘金贵 ２１ ２８５５ ２５０．５ ２１３７６ １２０７９

曹 石 村 肖德友 张岳林 ２２ ３６４３ ２７７．４ ３１３３８ １２０１０

邓高社区 赵伟田 刘正宽 １８ ３０９６ ２４０．８ １６１４７ １４８０１

场 西 村 朱仁元 朱仁元 ２９ ２７８４ ２５０．３ １４１６７ １１８３７

场 东 村 张来富 陈伯生 ３９ ４４２７ ３２８．２ ２６１４８ １４８０６

新联社区 韩宝秀 丁小平 ２８ ３０９５ ２５２．８ １８９４７．４ １３０２７

塘 湾 村 丁邦宏 丁邦宏 ４１ ５２３４ ３７６．９ ６７６２０ １３２００

新 港 村 鞠久富 鞠久富 ３１ ３５４２ ２９８．９ １７０３８ １３０７４

十字桥村 陈海平 徐永富 ２８ ２７７１ ２３２．７ １８９８６ １３６８９

·７４４·镇区概况



袁袁袁　　　　　　桥桥桥　　　　　　镇镇镇

【概况】　袁桥镇位于如皋市区西侧，全镇总面积

６５．８０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２．５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３２９５．４公顷，辖行政村８个、社区６个，村（居）

民小组３４１个，总人口４．７８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４．５９万人。镇政府驻地八角井村。２０１１年，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１１２８１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０．６％；实

现财政收入１１１８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５３％。被表

彰为南通市优质办理群众诉求先进镇。获如皋市

文明镇、如皋市全民创业红旗单位、新农村建设十

大工程红旗单位等奖项１７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完成项目农业投入

１．８７９亿元，占年任务的２１１％。新增设施农业

２０９．６公顷，占年任务的１７４％。流转土地８０２公

顷，占年任务的１３４％。建成如皋市级以上农业园

区７个，其中，省级４个（小龙、森源、惠达鹭３个养

殖场和科兴牧业农业园），如皋市级３个（红梅乳

业、吴地人家、复兴庄园区）。实施规模农业项目

２２个，红梅乳业产业园区一期工程投资５０００万

元，建成牧草区１２０公顷、养殖区１．５万平方米，奶

牛存栏２０００头，年产量７０００吨，年产值１亿元以

上。吴地人家农业园３３．３３公顷的精品核心区和

检测、研发、物流、育苗四大中心开工建设，流转土

地１００公顷，拓展设施农业和景观园林发展。东信

园林高档苗木新增土地流转１００公顷，规模扩大至

占地２３３．３３公顷。推进三大合作组织建设，新增

兴源农机专业合作社、兴源植保专业合作社和绿地

植保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５个，新组

建合作联社２个（袁润畜禽专业合作联合社、袁绿

果蔬专业合作联合社）。在全市首家组建农民资金

互助合作社。整治河道１９条，清理土方２２．４５万

立方米。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２７亿元，其中规模工业总产值２４．８亿元，利润１．１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８．８７％和８．７９％。新增装机

容量４１３０万千伏安，同比增长１９１％。完成固定

资产抵扣税额３７８．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８．４％。完

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７．２３亿元、全部工业税收

３６２０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１．２３％、２１．３％。新增

同力液压、中能机械、宝鑫机械、佳佳太阳能４家规

模企业，全镇规模企业累计２５家。完成全部工业

投入７．８亿元、规模工业投入７．２亿元，技改投入

４．６亿元，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年完成工

商注册外资２２００万美元，占全年任务的１１０％；实

现到账外资１２１０万美元，占年任务的１０１％，外资

工作综合考核全市第四。引进市外民资２．８５亿

元，占全年目标的１１６．１７％，其中制造业２．３亿

元。全镇净增个体工商户４２１家、私营企业１４４

家，分别占年计划的２０５．６％、２０５．７１％；私营企业

注册资本５５８０１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２０９．７８％。

能人返乡创业４３个，完成年任务的１０２．４％。民

营经济全市排名第一。新实施产学研项目２个（龙

源电站阀门、佳佳太阳能）。申报专利７９个，获专

利授权９９个。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８４９２．１万

元，占年计划的１６１．７５％；高新技术产业投入５．２８

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２５．７１％。形成以巨业、强盛、

路翔商混和北方燃料４家建材企业为核心的总产

值为３．５亿元的建材板块，以腾达锻压、皋泰电器、

华东起重机为主体的总产值为３亿元的机械板块，

以国泰、百杰服饰和恒业纺织为龙头的总产值为

２．５亿元的服装板块。

小城镇建设　年内，投入３５００万元新建滨河

路、育贤大道、仙鹤西路３条骨干道路，并全面通

车。供电大楼全面竣工。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服务

业项目盛世缘购物广场土建部分全面竣工。“十个

一”星级考核获得７个星级。规范镇区建设投资公

司运作，加快镇区开发步伐，全年出让土地６．８万

平方米。全年房地产开发面积７万平方米，竣工

６．３万平方米，房产纳税１６５０万元。上海花园一

期３．５万平方米高层商住楼全面开工。农民集中

居住开工建设５４４户，建成３４５户，入住２８７户，农

民集中居住建设全市综合排名第六。

社会事业　年内，黄蒲小学综合楼开工建设，

异地新建康慈医院，两项工程主体实现封顶。全镇

新增数字电视１４６０户。建成农村通达工程２０公

里、修建农村危桥７座。建成生态公益林（占地

３．３３公顷）首期工程，占地１公顷。实施天然气全

覆盖工程，建成南通市新农村电气化镇。全镇成片

造林９７．１３公顷，桑田套种银杏６０．６７公顷，四旁

植树７万株，超额完成市交任务。推进环境整治长

效化，纪港村成为全省村庄整治工作试点村。农村

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

·８４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现即征即保。全年救助“低保”户９０６户、重残户

６２０户，慈善助医、助学１９４人，帮助１３８名特困群

体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在全镇广泛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袁桥镇被评为市文

明镇，镇五大中心（农业、农经、企服、建设、社会事

业中心）、兽医站、何庄小学、成教中心、佳佳太阳能

等２１家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花园桥、何

庄、袁桥、纪港被评为市文明村（社区）。实施“远教

富民工程”，花园桥社区的红梅乳业、东信园林远教

基地、花园桥社区远教示范站点３个远教亮点在江

苏卫视和省远教工作会议上被推介。在全市率先

推行为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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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

进“双联双助”工程，捐献各类物资折价３６．１６万

元，用于村级建设和低收入户的慰问，为村协调修

路２条３．２公里，引进种养项目３个。

【何庄小学龙腾俱乐部跻身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行列】　１２月，国家体育总局命名全国４７８个单

位为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青字〔２０１１〕１０９

号），袁桥镇何庄小学龙腾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名列

其中。

何庄小学龙腾俱乐部创办于２００８年，拥有６

家会员单位，会员人数１２００多人。俱乐部先后投

资近１００万元建设５００平方米的室内乒乓球训练

馆、室外乒乓文化广场，配备室外球台２４张，配备

专、兼职教练员６人，全年开展以乒乓球为龙头，田

径、篮球、排球、毽绳等体育活动项目。据统计，截

至年底，参加俱乐部各类体育活动的青少年达２万

余人次。

【袁桥镇在全市率先推行“三理工作法”】　年内，袁

桥镇在全市率先提出以“及时梳理群众诉求、实时

代理群众事务、即时处理群众难题”为主要内容的

“三理工作法”，通过推行民情日记本、为民服务卡、

干部接待日三大制度，打造知晓民意、便民服务、为

民解忧三大平台，畅通民情网络、便民网络、调处网

络三大渠道，构建干群连心桥，打造和谐幸福袁桥。

全镇党员干部全年走访农户１０５５０户，梳理群众意

见建议１３２９条，其中涉及城管、建设等方面热点难

点诉求１６０多件，帮助群众代理各类事项９６０多

件，群众满意度大为提高。《南通日报》、《如皋日

报》、如皋电视台新闻频道 《星期七》栏目多次报

道袁桥镇 “三理工作法”。９月，袁桥镇 “三理工

作法”被中组部 《共产党员手机报》给予专项报

道。１０月，市委组织部在袁桥镇召开 “三理工作

法”现场推进会，在全市推广袁桥镇 “三理工作

法”。

（许映华）

２０１１年袁桥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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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２８１８ ２０．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４３３ ７．７１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１１８３ ２５．５３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４１２ ２．１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５０３２ －１．５４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９６６ ７．７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３３９７ １７．７７ 各类汽车 辆 ７２９ １４．８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４．８ ６．７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２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３９ ２．１３ 科技人员 人 ６２８ ８．６５

水产品产量 吨 ５９２ －５．７４ 中小学校 个 ３ －４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０４５ ５．５８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６５８ １４．３１

工业企业 个 ４７２ ２．６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３４ －２．９１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３２ ２９．５１ 医院 个 ３ ５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６１２８３ ０．３６ 卫生室 个 １４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７７７６ １９．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９４４·镇区概况



　续表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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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３７．１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５ ３．６６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６０００ １３．４１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４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２００ －１５．３９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７４１６５ ６０．５８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０３８ ３７．８４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８０８２ －５．０２

三产实体 个 ２０４２ ４．０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７７６ １８．７６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４４８９ －１２．２９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２ ４．０

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６６４８ 电话普及率 ％ ９２．７６

２０１１年袁桥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统计
　表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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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姚 社 区 张 斌 张 斌 ３１ ４０８０ ２７９．９ ７４８９９．４ １２７７６

何 庄 社 区 谢仁国 谢仁国 ２７ ４１５７ ２０４．１３ １１４２０８．７ １３０６８

十里墩社区 刘志伟 秦炎圣 １７ ２５９５ １６３．２ １４２５０．４ １２６８４

纪 港 村 贾恩德 贾恩德 １７ ２６７８ １９１．７ １５９８３．１ １２９１８

八 角 井 村 纪 勇 汤银霞 ２５ ３６６２ ２３０ １９４５３．４ １２６８５

顾 巷 村 陈久龙 陈久龙 ２１ ２６２４ １８６．６ １４８７６．５ １２４３７

复 兴 庄 村 谢翠明 谢荣勤 ２６ ３４１６ ２７０．１３ １９８５１．６ １２５０５

狮 垛 村 张永龙 张永龙 １６ ２３８５ ２２７．６ １６７０９．１ １２９９２

朱 厦 村 张永龙 张永龙 ２１ ２６９６ １８８．３ １４５６８ １２５３４

民 实 村 朱正来 朱正来 ２７ ３２３８ ３１０．７ ２０７０６．１ １２５８６

野 林 村 顾如荣 顾如荣 ２３ ３３０８ ２３１．２７ １６４６５．５ １２６６４

花园桥社区 纪显龙 纪显龙 ２６ ３０９２ ２７６．７ ２２９０９．４ １３１９２

浦 东 社 区 张本荣 张本荣 ３３ ３６４４ ２６９．９ ２８３５８ １２５９０

袁 桥 社 区 刘培华 刘培华 ３１ ３５００ ２６５．２７ ５１８１５．１ １３１０３

·０５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