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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度如皋市“百面红旗”单位

招商引资红旗单位

软件园（桃园镇）　如城镇　丁堰镇　郭园镇

白蒲镇　东陈镇　下原镇　吴窑镇

项目投入红旗单位

长江镇（如皋港区）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九华镇　白蒲镇　郭园镇　江安镇　石庄镇

下原镇

全民创业红旗单位

软件园（桃园镇）　东陈镇　丁堰镇　袁桥镇

九华镇　江安镇

新“六城同创”红旗单位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如城镇　人大办

宣传部（文明办）　城管局　交通运输局

公安局　环保局　财政局　卫生局

文广新局　工商局

服务业红旗单位

软件园（桃园镇）　如城镇　吴窑镇　九华镇

东陈镇　下原镇　白蒲镇　林梓镇

财政收入红旗单位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如城镇　吴窑镇

东陈镇　林梓镇　九华镇　白蒲镇　

郭园镇

建筑业红旗企业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宏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弘霖建设有限公司

南通大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红旗企业

富达房地产开发（南通）有限公司

上海西部企业（集团）如皋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南通中润置业有限公司

南通佳弘置业有限公司

如皋金茂置业有限公司

纳税红旗企业

江苏省电力公司如皋市供电公司

德源（中国）高科有限公司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文峰大世界有限公司

江苏金元亚麻有限公司

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华东液压铸业有限公司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永林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江苏五湖粮油有限公司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诚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诚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利用外资红旗企业

南通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上海三强容器南通有限公司

南通市恒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生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南通创源电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德源（中国）高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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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元亚麻有限公司

项目投入红旗企业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南通其昌镍矿精选有限公司

南通汤始建华管桩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如皋）轮胎有限公司

南通市振华宏晟重型锻压有限公司

华泰重工（南通）有限公司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天泽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南通安贝瑞纱业有限公司

江苏昌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奔多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爱康太阳能器材有限公司

如皋客车总厂有限公司（陆地方舟）

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

江苏意瑞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如皋诚信热镀锌有限公司

信息化建设红旗企业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如皋）轮胎有限公司

江苏昌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灿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红旗单位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

如皋市恒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如皋市人民医院

新农村建设十大工程红旗单位

组织部　农　委　水务局　民政局

人社局　交通运输局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长江镇（如皋港区）　搬经镇　袁桥镇

高明镇　江安镇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桥港社区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镇南社区

长江镇（如皋港区）永丰社区　

长江镇（如皋港区）平南社区

软件园（桃园镇）张八里社区

如城镇十里社区　如城镇凌青村

石庄镇思江村　袁桥镇花园桥村

常青镇土山村　林梓镇林梓社区

搬经镇搬东社区　丁堰镇赵明村

下原镇花园头村　雪岸镇万富社区

高明镇章庄社区　白蒲镇朱家桥村

东陈镇洪桥社区　磨头镇顾沈村

郭园镇薛窑社区　江安镇鄂埭村

九华镇马桥村　吴窑镇吴窑社区　

石庄镇永兴社区　九华镇郑甸社区　

高明镇胜利社区　白蒲镇钱园社区　

磨头镇塘湾村　袁桥镇纪港村　

江安镇徐柴村

小城镇建设十星级考评红旗单位

东陈镇　白蒲镇　九华镇　丁堰镇　磨头镇

郭园镇

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红旗单位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长江镇（如皋港区）

丁堰镇　东陈镇　白蒲镇　九华镇　石庄镇

搬经镇

２０１１年度如皋市文明行业

市邮政系统（城中邮政支局、城西邮政支局、柴

湾邮政支局、东陈邮政支局、丁堰邮政支局、白蒲邮

政支局、九华邮政支局、下原邮政支局、石庄邮政支

局、长江邮政支局、江安邮政支局、高明邮政支局、

搬经邮政支局、磨头邮政支局）

市地方税务系统（第一税务分局、第二税务分

局、第三税务分局、第四税务分局、第五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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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税务分局、第七税务分局、稽查局）

市公安系统（看守所、拘留所、刑侦大队、交巡

警大队、经侦大队、巡防大队、治安管理大队、出入

境管理大队、如城刑侦中队、搬经刑侦中队、如城交

巡警中队、城东交巡警中队、石庄交巡警中队、桃园

交巡警中队、搬经交巡警中队、锦绣派出所、迎春派

出所、丰乐派出所、皋南派出所、经济开发区派出

所、柴湾派出所、东陈派出所、雪岸派出所、丁堰派

出所、九华派出所、下原派出所、如皋港派出所、石

庄派出所、搬经派出所、高明派出所、磨头派出所、

吴窑派出所、交巡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市国家税务系统（第一税务分局、第二税务分

局、第三税务分局、第四税务分局、第五税务分局、

第六税务分局、第七税务分局、稽查局）

市烟草专卖系统

市交通运输系统（市运输管理处、如城运输管

理处、城北运输管理处、丁堰运输管理处、磨头运输

管理处、搬经运输管理处、石庄运输管理所、地方海

事处、汽车综合性能监测站、公路管理站、航道管理

站、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如港

公路磨头收费站）

市财政系统［经济开发区（柴湾镇）财政分局、

长江镇（如皋港区）财政分局、软件园（桃园镇）财政

分局、如城镇财政分局、雪岸镇财政所、东陈镇财政

所、丁堰镇财政所、白蒲镇财政所、林梓镇财政所、

下原镇财政所、九华镇财政所、郭园镇财政所、石庄

镇财政所、吴窑镇财政所、搬经镇财政所、磨头镇财

政所、袁桥镇财政所、高明镇财政所、江安镇财政

所］

市文化系统（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化行

政综合执法大队）

市供电系统

市人民法院系统（法院立案庭、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庭、白蒲人民法庭、石庄人民法庭、搬经人民法

庭、磨头人民法庭、港区人民法庭）

市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如一律师

事务所、冠华律师事务所、金皋律师事务所、张峰律

师事务所、石庄法律服务所、高明法律服务所、丁堰

法律服务所、皋城法律服务所、方圆法律服务所、柴

湾法律服务所、长江法律服务所、磨头法律服务所、

林梓法律服务所、郭园法律服务所）

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如城工商分局、城东（丁

堰）工商分局、白蒲工商分局、长江（薛窑）工商分

局、石庄工商分局、搬经工商分局、城西工商分局、

磨头工商分局、经济开发区工商分局］

市国土资源系统（土地资产储备开发中心、勘

测院、长江国土分局、经济开发区国土分局、如城国

土分局、搬经国土资源所、石庄国土资源所、江安国

土资源所、桃园国土资源所、袁桥国土资源所、九华

国土资源所、吴窑国土资源所、磨头国土资源所、高

明国土资源所、林梓国土资源所、郭园国土资源所、

白蒲国土资源所、下原国土资源所、雪岸国土资源

所、东陈国土资源所、丁堰国土资源所、常青国土资

源所）

市民政系统（烈士陵园管理处、社会福利院、干

休所、殡仪馆、江滨医院、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公墓

管理处、石庄殡仪馆、福利彩票有奖募捐办公室）

市环保系统（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测站）

市旅游系统（旅游质量监督所、旅游执法监察

大队、江苏江中集团宾馆、佩尔斯大酒店、南通泛亚

休闲、南通泰华大酒店、南通大众旅行社、快乐之旅

旅行社、东方国际旅行社、星际国际旅行社、南国国

际旅行社、光辉国际旅行社、假日国际旅行社、扬子

国际旅行社）

市卫生系统（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监督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第四人民医院、妇幼保健所、

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防治医院、红十字血站）

如皋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计量检定测试所、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营

业部、经济开发区支行、柴湾支行、林梓支行、长江支

行、中山路支行、丁堰支行、东陈支行、如城支行、搬

经支行、白蒲支行、如皋港支行、吴窑支行、兴隆支

行、何庄支行、大明支行、新姚支行、雪岸支行、黄市

支行、胜利支行、常青支行、桃园支行、丁东支行、石

庄支行、长庄支行、龙舌支行、九华支行、戴庄支行、

城东支行、奚斜支行、场北支行、花园支行、勇敢支

行、下原支行、软件园支行、夏堡支行、高井支行、高

明支行、江安支行、丁北支行、南凌支行、石北支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系统（如城

电信支局、丁堰电信支局、白蒲电信支局、九华电信

支局、搬经电信支局、石庄电信支局、磨头电信支

局、长江电信支局、皋南电信支局、江安电信支局、

桃园电信支局、常青电信支局、下原电信支局、袁桥

·７６４·集体荣誉榜



电信支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系统（建

行营业部、白蒲支行、北门分理处、东门分理处、长

江分理处、东陈分理处、下原分理处、海阳路分理

处、吴窑分理处、新皋桥分理处、通扬分理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系统（中行营

业部、百岁支行、海中支行、如皋港区支行、海宁支

行、丁堰支行、开发区支行、东皋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系统（工

行营业部、城中支行、皋东支行、环南支行、开发区

支行、北大街支行、白蒲支行、石庄支行、磨头支行、

丁堰支行、长江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系统

（农行营业部、城中支行、西郊分理处、开发区分理

处、文峰分理处、丁堰分理处、白蒲分理处、林梓分理

处、九华分理处、如皋港区分理处、长江分理处、下原

分理处、搬经分理处、江安分理处、磨头分理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

系统

２０１１年度如皋市文明镇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软件园（桃园镇）

长江镇（如皋港区）　搬经镇　如城镇　

东陈镇　吴窑镇　下原镇　九华镇　丁堰镇

袁桥镇　郭园镇　石庄镇

２２２０００１１１１１１年年年度度度市市市（（（厅厅厅）））级级级以以以上上上集集集体体体荣荣荣誉誉誉

２０１１年市（厅）级以上集体荣誉获奖名录
　表９７

单　位　名　称 荣　誉　称　号 颁　奖　单　位

如皋市 国家园林城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如皋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 中国科协

如皋市 全国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示范县（市） 农业部

如皋市 全国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示范县（市） 农业部办公厅

如皋市 中国花木之乡 中国花卉协会

如皋市 全省财政收入增收表彰单位 省政府

如皋市 省“十一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 省政府

如皋市 省人才工作先进县（市、区） 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如皋市 全省绿色江苏建设林业产业先进县（市） 省林业局

如皋市 省食品安全示范县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如皋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信访工作目标管理先进
单位二等奖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皋市 南通市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区）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委 省大学生村官先进集体 省委组织部

市委、市政府 南通市对台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委、市政府 南通市利用外资工作先进单位（第二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委、市政府 南通市“六千六百六十”工程先进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人大办 南通市人大工作先进单位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省纪检监察先进集体 省委、省政府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南通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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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９７－１

单　位　名　称 荣　誉　称　号 颁　奖　单　位

市委组织部 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行政审批中心住房保障服务窗口 省住房保障服务优质服务窗口 省住建厅

市城乡建设档案馆 省特级城建档案馆 省住建厅

市园林管理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省“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 省妇联

市自来水厂客服中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省“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 省妇联

市自来水厂 省级巾帼文明岗 省妇联

市住建局 “十一五”省墙材革新工作先进集体 省经信委

市住建局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信访工作目标管理先进
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财政局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度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市财政局 省法治财政建设先进单位 省财政厅

市财政局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省财政厅

市人口计生委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宣传发行工作先进集体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与计划生
育杂志社

市人口计生委 省人口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省人保厅、省人口计生委

市人口计生委 省人口计生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省人口计生委

市计划生育指导站 省人口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省人口计生委

市计划生育协会 省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 省计划生育协会

市供销合作总社 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 省人社厅、省供销合作总社

市总工会 省工会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优秀单位 省总工会

市总工会 省工会信息工作十强县（市） 省总工会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南通市“十一五”期间食品安全先进集体 南通市政府

市财政局
南通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
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财政局 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人口计生委
南通市“十一五”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人口计生委 南通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人口计生委 南通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商务局 省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及申报工作先进单位 省商务厅

市商务局 南通市招商引资先进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皋港工业园区 南通市开发园区争先创优先进单位（第三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引荐
单位

南通市重特大项目引荐单位贡献奖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皋市永晖焦煤项目引荐单位 南通市重特大项目引荐单位贡献奖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皋市森松重工项目引荐单位 南通市重特大项目引荐单位优秀奖 南通市委、市政府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外商投资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双钱集团（如皋）轮胎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外商投资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外贸出口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外经合作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凯迈（江苏）机电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服务外包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９６４·集体荣誉榜



　续表９７－２

单　位　名　称 荣　誉　称　号 颁　奖　单　位

南通晟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服务外包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江苏先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十佳”服务外包企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交通运输局 南通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交通运输局 南通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政府

市交通运输局 南通市春运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南通市政府

市交通运输系统 南通市文明行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运输管理处 南通市文明行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地方海事处 南通市文明行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公路管理站 南通市文明行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航道管理站 南通市文明行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港公路磨头收费站 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南通汽运集团如皋分公司 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如港公路磨头收费站 省“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 省总工会、省安监局

市委党史办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信访局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信访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科协 省科普宣传先进集体 省科协

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
南通市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工作先进
集体

南通市政府

市技工学校 省社会培训工作先进单位 省人社厅

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处 省医疗保险“千千万万”行动先进单位 省人社厅

市城管局 海阳路创成省级市容管理示范路 省住建厅

市档案局 市档案宣传工作一等奖 省档案局

市档案局 省档案系统先进集体 省档案局

市档案局 省档案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省档案局

市档案局 省优秀档案文化精品奖 省档案局

市档案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发改委 省发展散装水泥工作先进集体 省经信委

市发改委 省经信系统“五五”普法工作先进单位 省经信委、司法厅

市发改委 南通市服务业工作先进单位 南通市政府

市发改委 南通港口经济洽谈会项目签约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政府

市法院 省法院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 省高级人民法院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皋
管理部

省级青年文明号 团省委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皋
管理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 中共南通市委　南通市人民政府

市教育局 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教育部关工委

市教育局 省教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省委宣传部、司法厅、教育厅

市教育局 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示范县 省财政厅、教育厅

市教育局 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单位 省教育厅、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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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名　称 荣　誉　称　号 颁　奖　单　位

市教育局 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 省教科院

市教育局 省招收空军飞行学员工作先进单位
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中国人
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

市教育局 省教育装备先进集体 省教育厅

市教育局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 省教育厅、科技厅

市教育局 省第十届健康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 省教育厅、卫生厅

市教育局 南通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

市教育局 南通市文明单位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民政局 省民政工作先进集体 省民政厅

市民政局 省民政工作先进市 省民政厅

市民政局 省福彩销售先进县市 省民政厅

市民政局 省福利彩票发行工作先进单位 省民政厅

市民政局 省尊老爱老先进单位 省老龄委

市农机局 省推进农机合作社发展先进单位 省农机局

市农机局 省农机行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培训考核先进单位 省人社厅、农机局

市农机局 省农机化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先进单位 省农机局

市农业委员会 全国绿化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
业局

市渔政管理检查站 长江禁渔工作先进集体 国家渔政局

市农业委员会 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先进单位
省农业委员会、省海洋与渔业局、
省财政厅

市农业委员会 省农经农业系统工作效能考评先进单位 省农业委员会

市农业委员会 省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省农业委员会

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省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先进单位 省农业委员会

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省农药市场监管先进单位 省农业委员会

市土壤肥料技术指导站 省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省农业委员会

市能源技术指导站 省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先进集体 省农业委员会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省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先进集体 省农业委员会

市水产技术指导站 “江苏海洋与渔业”网站信息报送三等奖 省海洋与渔业局

市物价局 全国农产品调查工作先进集体 国家发改委

市物价局 省文明行业 省文明委

市物价局 省价格工作先进集体 省物价局

市物价局 省价格认证工作先进集体 省物价局

市物价局 南通市文明行业 南通市委、市政府

市关工委 省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

市关工委 省关工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省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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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软件园（桃园镇） 南通市安全生产先进乡镇（园区） 南通市人民政府

桃园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乡镇 南通市委、市政府

雪岸镇 南通市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南通市政府

下原镇 省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先进乡（镇） 省民政厅

下原镇 南通市土地执法模范乡镇 南通市政府

搬经镇关工委 省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

高明镇 南通市“十一五”水利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委、市政府

高明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省优质服务乡级示范站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高明镇协农禽业合作社 省首批五好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省农业委员会

丁堰镇党校 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１红旗基层党校 省委宣传部

长江镇平南社区 省卫生村 省爱卫会

长江镇海坝社区、长江社区 南通市文明社区 南通市人民政府

长江镇人武部 全省抗洪抢险先进单位 省军区

市供电公司 省物资工作先进集体 省电力公司

市供电公司 省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省电力公司

市供电公司 省审计工作先进集体 省电力公司、工会

市供电公司 省电力新闻宣传工作、读报用报先进集体 省电力公司

市供电公司 省“四好”老年活动室（中心） 省电力公司

市供电公司 省电费回收先进单位 省电力公司、工会

市供电公司线路党支部 省“结对创先”先进基层党组织 省电力公司党委

市供电公司白蒲供电所党支部 省“结对创先”先进基层党组织 省电力公司党委

如皋工商局登记注册科 全国巾帼文明岗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女
“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

如皋工商局
省“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违法
行为专项执法行动”先进集体 省工商局

如皋工商局城西分局 省文明工商所 省工商局

如皋工商局搬经分局 省文明工商所 省工商局

如皋工商局搬经分局 省农资监管工作先进集体 省工商局

如皋工商局长江分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南通市委、政府

如皋工商局 南通市“十一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市政府

浙江伟星物业公司 省城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 省住建厅

扬州双龙大成物业公司 省城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大厦 省住建厅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
支公司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行业称号 南通市政府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
支公司

度保险先进村建设优秀支公司 国寿总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
支公司

个险绩优县（市、区）支公司经营成就奖 国寿省分公司

·２７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