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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公交汽车营运情况一览
　表９８

路别 起　点 讫　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镇１路 新客站 丁北
群宇摩配、电信大楼、长途车站、五星电器、城东
中队、东陈、丁北 ６：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镇３路 职教中心 英田集团 尘洁医院、水绘园、新文峰、长途车站、工发大厦 ６：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镇５路 职教中心 柴湾
教育台、大润发、市政府、市法院、新客站、宁海
路、闸桥、五星电器、长途车站、工发大厦、柴湾 ６：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镇６路 阀门厂 马塘
阀门厂、五星电器、地税局、技校、建行、电信大
楼、大明、桃园、马塘 ６：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镇８路 城北市场 加力医院
城北市场、文峰、长途车站、电信大楼、兴隆装饰
城、加力医院 ６：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镇９路 阀门厂 常青（董王）
阀门厂、五星电器、长途车站、天平市场、苏浙大
市场、名车城、场北（土山） ６：１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镇１０路 新客站 戴庄
市法院、市政府、大润发、五星电器、文峰、阀门
厂、工发大厦、戴庄 ６：２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３０分钟

镇１２路 新客站 丁堰
苏浙大市场、红星车站、长途车站、五星电器、技
校、火车站、丁堰 ６：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城区
公交３路

新客站 城北市场
市法院、电信大楼、党校、西皋市场、人民医院、
大润发、闸桥、中国银行、农商行 ６：３０ １８：００ ３０分钟

城区
公交１路

新客站 公交公司
交警大队、市政府、大润发、技校、五福园、闸桥、
中国银行、如皋初中、供电公司、公交公司 ６：３０ １８：００ ３０分钟

城区
公交４路

火车站 新汽车站
职教中心、尘洁医院、如皋师范、五星电器、新文
峰、长途车站、电信大楼、实验初中、寿星园 ６：３０ １８：００ ２０分钟

·３７４·便民信息



　续表９８－１

路别 起　点 讫　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镇２０路 新客站 袁桥
皮防所、原市政府西、原交通局、老车站南、环西
大桥、鹿门、八里庄、戴营路口、许龙 ６：１５ １７：４５ ３０分钟

镇２２路 新客站 雪岸
皮防所、原市政府西、原交通局、老车站南、老车
站东、锦源大酒店、新文峰、老文峰、新民、南凌 ５：４０ １７：４０ ２０分钟

镇８１路 新客站 机场

皮防所、原市政府西、原交通局、老车站南、老车
站东、锦源大酒店、新文峰、中国银行、如城信用
社、技校、皋南、建设银行、行政服务中心、大明、
磨头

５：５０ １７：５０ ３０分钟

市内公路交通营运情况一览
　表９９

序号 起点 讫点 首班时间 末班时间
发车班
（次）数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１ 新客站 石北 ５：４０ １７：００ １３
何庄、谢甸、加力、搬经、焦港、王陈、常青、圩岸、高井、金
凤桥

２ 新客站 夏堡 ５：５０ １７：３０ ２１ 何庄、谢甸、加力、搬经、夏堡

３ 新客站 江防 ６：１５ １８：００ ２１
丁磨路口、桃园路口、长庄路口、下原、车马源、郭园、薛
窑、小马桥

４ 新客站 九华 ６：４５ １６：３０ ４
苏浙市场、３３４省道与２０４国道交界处、塘湾村、新联村、
曹石村、青年路、严狄村、平田村、谢刘村、蒲黄线与２０４
国道交界处、大蔡村、蔡埠庄村、小马桥

５ 新客站 黄市 ６：３０ １８：００ ２４ 高明、胜利

６ 新客站 西来 ６：５０ １８：１０ ２４ 磨头、场南、圩岸、吴庄、胜利、江安

７ 新客站 长青沙 ６：１５ １８：１５ ２４ 磨头、宋渡、吴窑、杨庄、二案

８ 新客站 白蒲 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５ 花园、奚斜、林梓、白蒲

９ 新客站 张黄 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４ 磨头、宋渡、吴窑、杨庄、石庄

“村村通”公交营运情况一览（一）
　表１００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如城
村村通

如城镇
政府

如城镇
政府

大润发、行政中心、安定中心路、皋高线、花木大世界、新
汽车站 ６：３０ １７：３０ ２０分钟

如城
村村通

火车站 方庄村 兴源大道、凌青村委会、方庄村委会、海阳路、大润发 ６：３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３０（夏）

２０分钟

北开
村村通

博爱医院 马塘 博爱医院、庆余路、海阳路、市行政中心、宋桥小区、马塘 ７：１０ １７：３０ ２０分钟

丁堰
村村通

观音山 朝阳村 镇政府、镇北路、冯石路、丁夏路、３３４省道 ６：４０ １７：３０ ２０分钟

丁堰
村村通

观音山 新堰村 ３３４省道、丁平线、朝阳中心路、沿河路、丁堰大桥、 ６：４０ １７：３０ ２０分钟

东陈
村村通

东陈镇
范桥
村委会

东陈卫生院、滨湖路、宗山路、东风路 ６：２０ １７：３０ ３０分钟

丁北
村村通

丁北 北庄村 跃庄、成渡村、北庄、丁北中学、丁北小学 ６：２０ １７：３０ ２０分钟

桃园
村村通

桃园居 马塘 肖陆村、新陆村、新明路、明池路、３３４省道、宋桥村 ６：３０ １７：３０ ２０分钟

·４７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续表１００－１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软件园
村村通

大润发 宋桥小区
市政府、龙游御境、软件园、软件园宿舍区、建设小区、新
庄小区 ６：４０ ５：４０ ２０分钟

开发区
村村通

新客站 镇南小区
市法院、惠政小区、市政府、大润发、闸桥、中国银行、城北
市场、镇南小区 ６：４０ ５：３０ ３０分钟

开发区
村村通

开发区
职工公寓

开发区
职工公寓

开发区职工公寓、惠民桥、肠衣城、双钱轮胎、南通锻压、
民营小区、鹿门西小区、金属表面园、工发大厦、庆余路、
博爱医院、水绘绿源、公交公司、开发区职工公寓

６：４０ ５：３０ ３０分钟

“村村通”公交营运情况一览（二）
　表１０１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九华镇
村村通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政府、２０４国道、新龙路、云屏村、姜郑路、锦玉路、
蒋桥路、郑龙路、薛杨路、郑郭路、新龙路、２０４国道、九华
镇政府

６：３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九华镇
村村通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政府、２０４国道、新龙路、郑郭路、薛杨路、郑龙路、
蒋桥路、锦玉路、姜郑路、云屏村、新龙路、２０４国道、九华
镇政府

７：１０ １６．５０ １小时

九华镇
村村通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政府、２０４国道、洋白路、马白路、中心路、如白路、
３３６省道、营马路、耿丝路、龙丝路、育贤路、３３６省道（江平
线）、老２０４国道、九华镇政府

６：３０ １６：３０ １小时

九华镇
村村通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
政府

九华镇政府、老２０４国道、３３６省道（江平线）、育贤路、龙丝
路、耿丝路、营马路、３３６省道、如白路、中心路、马白路、洋
白路、２０４国道、九华镇政府

７：２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袁桥镇
村村通

袁桥镇
政府

袁桥镇
政府

镇政府、正通路、老３１６线、兴园路、南雅公路、老袁桥 ６：４０ １６：４０ ５０分钟

袁桥镇
村村通

袁桥镇
政府

袁桥镇
政府

老袁桥、南雅公路、兴园路、老３１６线、正通路、镇政府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５０分钟

袁桥镇
村村通

袁桥镇
老３１６线

袁桥镇
正通路

双营路口（讫点，等待１０分钟返）、南雅公路、民和路、泰和
路、镇政府、正通路 ６：４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袁桥镇
村村通

袁桥镇
正通路

袁桥镇
老３１６线

正通路、镇政府、泰和路、民和路、南雅公路、双营路口（讫
点，等待１０分钟返）

７：００ １６：５０ １小时

高明镇
村村通

高明镇
政府

高明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西路、老江曲线、惠民路、翻西路、高白路、晓
陈路、水周线、红旗路、皋葛路、老江曲线、人民西路、镇
政府

６：５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村村通”公交营运情况一览（三）
　表１０２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高明镇
村村通

高明镇
政府

高明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西路、老江曲线、皋葛路、红旗路、水周线、晓
陈路、高白路、翻西路、惠民路、老江曲线、人民西路、镇
政府

７：１０ １６：５０ １小时

高明镇
村村通

高明镇
政府

高明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路西路、卢黄东路、卢庄路、卢黄西线、人民
西路、卢黄东路、黄庄线、西庄中心路、胜利小学、老江曲
线、人民西路、镇政府

７：００ １３：３０ ２小时

高明镇
村村通

高明镇
政府

高明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西路、老江曲线、胜利小学、西庄中心路、黄
庄线、卢黄东路、人民西路、卢黄西线、卢庄路、卢黄东路、
人民西路、镇政府

８：００ １６：３０ ２小时

·５７４·便民信息



　续表１０２－１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江安镇
村村通

江安镇
政府

江安镇
政府

镇政府、府前路、环镇西路、迎春路、老江曲线、葛市村育
贤路、新江曲线、易买得超市、联通路、新鄂线、九戈线、老
江曲线、迎春路、环西路、府前路、镇政府

６：５０ １６：３０ １小时

江安镇
村村通

江安镇
政府

江安镇
政府

镇政府、老江曲线、迎春路、环西路、府前路、老江曲线、九
戈线、新鄂线、联通路、新江曲线、易买得超市、葛市村育
贤路、老江曲线、府前路、环镇西路、迎春路、老江曲线、镇
政府

７：１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江安镇
村村通

江安镇
政府

江安镇
政府

镇政府、老江曲线、迎春路、环镇西路、府前路、老江曲线、
立新河北路、徐老线、戈黄线、黄珊线（待马仲线建成后沿
马仲线运行）、三胜路、严黄路、葛黄线（黄市闸）、葛黄线、
老江曲线、府前路、环镇西路、迎春路、老江曲线、镇政府

６：４０ １６：００ １小时
３０分钟

江安镇
村村通

江安镇
政府

江安镇
政府

镇政府、府前路、环镇西路、迎春路、老江曲线、葛黄线（黄
市闸）、严黄路、三胜路、黄珊线（待马仲线建成后沿马仲
线运行）、戈黄线、徐老线、立新河北路、老江曲线、迎春
路、环西路、府前路、镇政府

７：００ １６：４０ １小时
２０分钟

吴窑镇
村村通

龙游路与
新２０４国
道交界处

２０４国道
长庄路口

龙游路与新２０４国道交界处、人民路、鲁班西路、如港公
路、建工路、沈徐路、黄石路、吴奚线、２０４国道长庄路口 ６：５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４０分钟

“村村通”公交营运情况一览（四）
　表１０３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吴窑镇
村村通

龙游路与
新２０４国
道交界处

２０４国道
长庄路口

龙游路与新２０４国道交界处、人民路、鲁班西路、如港公
路、建工路、沈徐路、黄石路、吴奚线、２０４国道长庄路口 ７：１０ １６：５０

１小时
５０分钟

磨头镇
村村通

磨头镇
政府

磨头镇
政府

镇政府、卓吾路、３１７线、青年路、交四路、场北中心路、皋
高线、新港中心路、塘鞠路、塘湾路、皋高线、曹石路、丁阳
路、丁冒路、振兴路、老３１７线、卓吾路、镇政府

６：５０ １６：００
１小时
２０分钟

磨头镇
村村通

磨头镇
政府

磨头镇
政府

镇政府、卓吾路、老３１７线、振兴路、丁冒路、丁阳路、曹石
路、皋高线、塘湾路、塘鞠路、新港中心路、皋高线、场北中
心路、交四路、青年路、３１７线、卓吾路、镇政府

７：１０ １６：４０ １小时
２０分钟

磨头镇
村村通

磨头镇
政府

磨头镇
政府

镇政府、八角路、向阳东路、如港公路、向阳路、沈郎路、
$

场路、西昌路、机场路、双拥路、青年路、３１７线、卓吾路、镇
政府

６：４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４０分钟

磨头镇
村村通

磨头镇
政府

磨头镇
政府

镇政府、卓吾路、３１７线、青年路、双拥路、机场路、西昌路、
$

场路、沈郎路、向阳路、如港公路、向阳东路、八角路、镇
政府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５０分钟

下原镇
村村通

下原镇
政府

下原
镇政府

镇政府、迎驾路、２０４国道、野树路、曙光路、花马路、吴奚
线、老坝路、文庄路、２０４国道、镇政府 ６：５０ １６：３０ １小时

下原镇
村村通

下原镇
政府

下原
镇政府

镇政府、２０４国道、文庄路、老坝路、吴奚线、花马路、曙光
路、野树路、２０４国道、迎驾路、镇政府 ７：１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下原镇
村村通

下原镇
政府

下原
镇政府

镇政府、迎驾路、富盛路、桃园路、花园路、白李路、下驾原
路、蒲黄线、张庄路、张庄南路、惠园路、镇政府 ６：４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６７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村村通”公交营运情况一览（五）
　表１０４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下原镇
村村通

下原镇
政府

下原
镇政府

镇政府、惠园路、张庄南路、张庄路、蒲黄线、下驾原路、白
李路、花园路、桃园路、富盛路、迎驾路、镇政府 ７：００ １６：５０ １小时

搬经镇
村村通

搬经镇
政府

搬经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路、３３４省道、西８００线、万焦线、谢万线、老
３１６线、３３４省道、人民路、镇政府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搬经镇
村村通

搬经镇
政府

夏堡村
镇政府、人民路、３３４省道、老３１６线、鞠桥南北路线、鞠何
二线、夏堡村 ６：４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搬经镇
村村通

搬经镇
政府

搬经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路、搬中路、界张线、孔夏线、红周线、孔如
路、湖夏路、孔夏线、界张线、搬中路、人民路、镇政府 ６：５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搬经镇
村村通

搬经镇
政府

搬经镇
政府

镇政府、人民路、搬中路、界张线、孔夏线、湖夏路、孔如
路、红周线、孔夏线、界张线、搬中路、人民路、镇政府 ７：１０ １６：５０ １小时

石庄镇
村村通

石庄
车站

唐埠村
石庄车站、东板桥南路、万福路、王石线、环西路、园区路、
王石线、石北中心路、唐埠村 ６：３０ １７：３０ １小时

石庄镇
村村通

石庄
车站

唐埠村
石庄车站、东板桥南路、万福路、王石线、环西路、园区路、
王石线、石北中心路、唐埠村 ７：００ １８：００ １小时

郭园镇
村村通

郭园镇
郭南村

郭园镇
郭南村

郭南村（江苏天海服饰）、３３６省道、迎宾路、下郭线、搬斜
路、许搬路、下郭线、老２０４国道车马湖路口、蒲黄线、谢车
路、谢刘河北路、郭园村路、大寨渠路、蒲黄线、焦义路、
３３６省道、郭南村（江苏天海服饰）

６：５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３０分钟

雪岸镇
村村通

万福村 雪东村
万福路、潘民路、凌北路、宋港路、跃进北路、向阳路、向阳
支线、雪东村 ７：００ １６：３０ １小时

雪岸镇
村村通

雪东村 万福村
雪东村、向阳支线、向阳路、跃进北路、宋港路、凌北路、潘
民路、万福路 ７：００ １６：３０ １小时

“村村通”公交营运情况一览（六）
　表１０５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郭园镇
村村通

郭园镇
郭南村

郭园镇
郭南村

郭南村（江苏天海服饰）、Ｓ３３６、焦义路、蒲黄线、大寨渠
路、郭园村路、谢刘河北路、谢车路、蒲黄线、老Ｇ２０４车马
湖路口、下郭线、许搬路、搬斜路、下郭线、迎宾路、Ｓ３３６、
郭南村（江苏天海服饰）

７：１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３０分钟

白蒲镇
村村通

白蒲
车站

白蒲车站
（蒲西村）

白蒲车站、丁平线、蒲黄线、环乡西路、新姚中路、新林路、
新汤路、黄行线、蒲黄线、白蒲车站（蒲西村） ６：５０ １６：２０ １小时

白蒲镇
村村通

白蒲
车站

白蒲车站
（蒲西村）

白蒲车站、蒲黄线、黄行线、新汤路、新林路、新姚中路、环
乡西路、蒲黄线、丁平线、白蒲车站（蒲西村） ７：１０ ８：１０ １小时

白蒲镇
村村通

白蒲车站
（蒲西村）

白蒲
车站

白蒲车站（蒲西村）、万安路、蒲涛路、天祥路、朱窑路北
延、朱窑路、勇敢东路、丁平线３００米、陶庙路、鳝鱼坝路、
西红旗路、白蒲车站。

７：００ １６：３０ １小时

白蒲镇
村村通

白蒲车站
（蒲西村）

白蒲
车站

白蒲车站（蒲西村）、西红旗路、鳝鱼坝路、陶庙路、丁平线
３００米、勇敢东路、朱窑路、朱窑路北延、天祥路、蒲涛路、
万安路、白蒲车站

７：２０ １７：００ １小时

林梓镇
村村通

林梓
车站

林梓
车站

林梓车站、林吴线、林新路、南环路、朝阳路、吴奚线、林梓
车站 ６：５０ １７：２０ １小时

林梓镇
村村通

林梓
车站

林梓
车站

林梓车站、林吴线、林新路、南环路、朝阳路、吴奚线、林梓
车站 ７：２０ １７：５０ １小时

·７７４·便民信息



　续表１０５－１

路别 起点 讫点 沿　途　主　要　站　点
首班

时间

末班

时间

班次间

隔时间

常青镇
村村通

常青镇
政府向西

常青镇
政府

镇政府向西、新叶路、张吴线、红旗路、西蔡路、跃进路、王
石线、红旗路、王圩线、育贤路、王石线、镇政府 ６：５０ １６：４０ ５０分钟

常青镇
村村通

常青镇
政府向东

常青镇
政府

镇政府向东、新叶路、王石线、育贤路、王圩线、红旗路、王
石线、跃进路、西蔡路、张吴线、新叶路、镇政府。 ７：１０ １７：００ ５０分钟

如皋市长途汽车营运情况一览
　表１０６

终 点 站 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终 点 站 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终 点 站 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北京 １０：００ 合肥 ８：４０（隔日班） 西安 ８：５０

上海
（白莲泾）

５：４０、６：１０、１２：３５、
１３：３０

上海（总站）
６：５０、７：４０、８：４０、
９：３０、１４：３０、１５：３０、
１６：３０

济南 ８：４０

杭州 ７：００ 义乌 １４：２０（隔日班） 青岛 ８：１５（隔日班）

枞阳 ７：４０（隔日班） 南京

６：２０、７：２０、８：２０、
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
１２：２０、１３：４０、１４：３０、
１５：３０、１６：３０

苏州南站
６：３０、８：００、９：５０、
１１：００、１２：４０、１４：００、
１５：４５、１７：００

无锡

６：４０、８：１０、９：３０、
１０：３０、１１：３０、１２：４０、
１４：００、１５：１０、１６：１０、
１７：００

常州
６：２５、７：３０、１０：２０、
１１：４０、１２：４５、１３：５０、
１６：００、１６：５５

泰兴
（飞鹤城际）

６：５０、７：４０、８：４０、
９：４０、１０：５０、１１：５０、
１２：４０、１３：４０、１４：３０、
１５：３０、１７：００

昆山北站 ７：２０、１２：３０ 张家港 ６：４０、１２：４０、９：５０、
１５：３０

镇江 ８：００、１２：２０

扬州
６：４０、７：４５、１０：２０、
１１：１５、１２：５５、１４：３０、
１６：２０、１７：３０

东台 ９：４０、１４：３０ 扬中 １４：００

江都 ９：００、１５：１０ 淮安 １３：００ 连云港 ６：５０、１３：３０

泰州 ８：２０、９：４０、１３：４０、
１５：４５

徐州 ８：３０ 盐城 １０：４０、１７：２０

南通
（飞鹤快客）

６：００－１８：４０，约２０分钟
一班，共３８班

掘港
（飞鹤公交）

６：００－１８：４０，约２０分
钟一班，共３６班

白蒲 ６：００－１８：００，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５班

南通永兴站
（飞鹤公交）

５：４５－１９：００，约１５分钟
一班，共４８班

江防
（飞鹤公交）

６：１５－１８：１０，约４０分
钟一班，共２１班

长青沙 ６：１５－１８：１５，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４班

海安
（飞鹤公交）

６：２０－１８：４０，约４０分钟
一班，共２０班

九华
（飞鹤公交）

６：４５、９：４５、１３：３０
１６：３０

黄市 ６：３０－１８：００，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５班

夏堡
（飞鹤公交）

５：５０－１７：３０，约３０分钟
一班，共２１班

石北
（飞鹤公交）

５：４０－１７：００，约４５分
钟一班，共１３班

张黄港 ６：００－１８：００，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４班

西来 ６：２０－１８：１０，约３０分钟
一班，共２４班

·８７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如皋市各镇长途汽车营运情况一览
　表１０７

起 讫 点 发车时间 起 讫 点 发车时间 起 讫 点 发车时间

石庄－南京 ０７：００、１３：１０ 二案－南京 ０７：００、１２：１０ 白蒲－南京 ６：２０

雪岸－无锡 ６：２０、１３：００ 雪岸－苏州 ６：４０ 林梓－上海（奉贤） ６：３０

丁北－上海 ６：４０ 雪岸－如皋
６：３０－１８：００，约３０
分钟一班，共３３班

石北－如皋
６：４０－１８：１０，约
４５分钟一班，共
１３班

夏堡－如皋
６：４０－１８：４０，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１班

袁桥－如皋
７：００－１８：００，约３０
分钟一班，共２２班

如皋港－如皋
６：１５－１７：４５，约
３０分钟一班，共
２４班

白蒲－如皋
６：００－１８：００，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５班

张黄－如皋
６：００－１８：００，约３０
分钟一班，共２４班

机场－如皋
６：５０－１９：００，约
３０分钟一班，共
２５班

黄市－如皋
５：３０－１７：３０，约３０分
钟一班，共２５班

西来－如皋
５：３０－１７：３０，约３０
分钟一班，共２４班

九华－如皋
８：００１１：３０１５：
００１８：００

江防－如皋
６：１５－１８：００，约４０分
钟一班，共２１班

西来－南通
６：００－１７：１５，约６０
分钟一班，共１２班

石庄－南通
５：３０－１８：００，约
３０分钟一班，共
２３班

如皋港－南通
５：３５－１８：４５，约２０分
钟一班，共４１班

白蒲－南通
６：００－１８：３０，约２０
分钟一班，共３９班

搬经－南通 ６：５０１３：００

飞机、火车票预订热线情况一览
　表１０８

经营单位名称 地　　址 经　营　范　围 订票热线电话

苏中航空铁路服务有限公司 海阳中路中江公司楼下 航空、铁路票务 ８７５１７７３０

假日旅行社票务代办点 海阳中路范公苑北侧 航空、铁路票务 ８７５１００００

如皋火车站大润发窗口 大润发超市一楼 航空、铁路票务 ８７３１１０６６

邮政局代办点 海阳路、中山路交叉口 航空、铁路票务 ８７５１８０３８

·９７４·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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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全市农村劳务输出（输入）情况一览
　表１０９ 单位：人，个

指　标　名　称 ２０１０年末２０１１年末
增加
人数

指　标　名　称 ２０１０年末２０１１年末
增加
人数

一、农村劳动力总量 ６２７０４０ ６２７１６９ １２９ 三、就近就地转移人数 １７８０６３ １９０１９５ １２１３２

　其中：女性 ３１４４８５ ３１４５０１ １６ 四、培训情况

　（一）按文化程度分 　　１．培训农村劳动力总数 ３８５０８１ ４０５０４６ １９９６５

　　１．初中及以下 ４２６０６５ ４２５４５８ －６０７ 　　　其中：获取证书人数 ４２１６９ ４６５６０ ４３９１

　　２．中专和高中 １５４９２４ １５５４１７ ４９３ 　　２．培训后输出人数 １７２７９５ １７５０１８ ２２２３

　　３．大专及以上 ４６０５１ ４６２９４ ２４３ 五、外来就业人数 ３４２００ ３８７２７ ４５２７

　（二）按年龄结构分 　　１．省内 １８４１４ ２０５４６ ２１３２

　　１．１６－２５岁 １４９３７２ １５００９１ ７１９ 　　　其中：苏北地区 １０７２８ １１６１７ ８８９

　　２．２６－４０岁 ２８９５０６ ２８９９７４ ４６８ 　　２．外省市 １５６７２ １７７７３ ２１０１

　　３．４１岁以上 １８８１６２ １８７１０４ －１０５８ 　　３．境外 １１４ ４０８ ２９４

二、输出就业人数 １９６４１５ １９９９４２ ３５２７ 六、建工部门成建制输出人数 ５３１２６ ５４０４０ ９１４

　其中：女性 ８７２９８ ８８０２５ ７２７ 　　１．省内 ２１４４５ ２１８３３ ３８８

　　１．省内 １０９４８６ １１０７５４ １２６８ 　　２．省外 ３１０４７ ３１５３７ ４９０

　其中：苏南地区 ６０２０１ ６０７５４ ５５３ 　　３．境外 ６３４ ６７０ ３６

　　２．省外 ８００７２ ８２０４９ １９７７ 七、新增农民创业人数 ７９２５ １７９４６ １００２１

　　３．境外 ６９９３ ７１９３ ２００ 　其中：返乡创业人数 ５９４５ ６５１６ ５７１

·０８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１９１”就业服务业务流程

　　说明：根据市政府《关于实施“１９１”就业服务承诺制度的通知》（皋政发〔２００２〕年６４号），“１９１”就业人员工资不得低于

当年最低工资标准９３０元／月，由财政补贴和用工工资两部分组成。其中，政府财政贴补４００元／人·月，用工单位承担５３０

元／人·月。

小额担保贷款审批发放流程

·１８４·便民信息



劳动人事仲裁流程

·２８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工伤认定申请程序

·３８４·便民信息



目标千百亿企业公共服务手册

如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服务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ｇ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

电子邮箱：ｒｇｚｈｋ＠１６３．ｃｏｍ

服务热线：８７２８７６００

办公地址：市行政中心Ｂ座１２楼

职工技能培训

项目简介：提供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服务，利用

作为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市技工学校的优良

软硬件平台，全面落实省市技能培训配套优惠政

策，为全市机械、电子、农林、农机、建筑、供销等各

类企业职工提供各类工种职业技能培训。

服务单位：如皋技工学校

联系人：张永彪

办公地址：如城镇海阳路２１号

服务电话：８７６５１９０８

传真：８７６５２２２７

职工技能鉴定

项目简介：提供职业技能鉴定相关咨询服务，

组织全市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企业职工（含三资

企业）进行职业技能技术等级考核，发放职业资格

证，组织和指导企业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联系人：曹建平

服务单位：市工人技术考核办公室

办公地址：市行政中心Ｂ１３１５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７６０９

传真：８７６５７６５１

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

项目简介：为企业申报技师、高级技师、技能大

师工作室提供业务指导，为协会企业技能大师工作

室开展技术协作、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及传授技艺提

供服务。

联系人：曹建平

服务单位：市工人技术考核办公室

办公地址：市行政中心Ｂ１３１５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７６０９

传真：８７６５７６５１

专业职称评审

项目简介：对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级职称

的预审、推荐，初步审查申报高级职称人员的政治

条件、学历资历条件、工作能力和学识水平，选拔优

秀人才推荐到省相应高级评委会，为企业挖掘人才

潜力，提高人才素质，保留专业人才提供保障。

联系人：张　敏

服务单位：市人社局科技科

办公地址：市行政中心Ｂ１２２３

服务电话：８７６５０４３２

传真：８７６５７６５１

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项目简介：指导全市重点企业申报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设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或高级管理岗位，

吸引取得博士学位人员或出站博士后到企业从事

研究或管理工作。省政府对企业从事博士后项目

研究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

联系人：吴广兴

服务单位：市人才服务中心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２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传真：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兑现

项目简介：兑现如皋市各类人才引进优惠政

策，组织申报、审核、发放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资助

和吸纳特困毕业生就业奖励，组织申报、审核、发放

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优秀本科毕业

生、硕士生、博士生等）奖励。

联系人：吴广兴

服务单位：市人才服务中心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２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８５０６、８７２８８０８１

传真：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校园流动招聘

项目简介：搭建校企沟通、合作的桥梁，根据行

业需求，加强与高校沟通，组织全市重点企业，定期

到对口高校开展专场招聘会。

联系人：吴广兴

服务单位：市人才服务中心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２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８５０６、８７２８８０８１

传真：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项目简介：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高校毕业生就

业相关政策，及时为有就业意向或自谋职业人员办

理相应的就业报到手续。

·４８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联系人：吴广兴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２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８５０６、８７２８８０８１

传真：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重点ＨＲ沙龙

项目简介：以企业人力资源需求为出发点，根

据人才发展趋势和当前热点难点问题，举办各类专

题研讨、信息交流等活动，为成员单位提供及时有

效的服务与帮助；邀请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举办

不同类别的咨询、讲座、培训等服务活动，介绍人力

资源专业理论和实务操作经验，推动企业人才战略

的实施。派遣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赴名企培训，更新管理观念，学习先进技术。

联系人：吴广兴

服务单位：市人才服务中心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２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８５０６、８７２８８０８１

传真：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网络信息发布

项目简介：利用沿江人力资源网为全市重点企

业提供招聘信息网络发布，开辟目标重点企业ＶＩＰ

通道，与省高校就业联盟联网发布重要招聘信息。

联系人：吴广兴

服务单位：市人才服务中心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２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８５０６、８７２８８０８１

传真：８７２８９３０２

固定市场招聘

项目简介：在全市范围内，定期举办大型人力

资源招聘会，每周举办小型人力资源市场。摊位预

定、招聘信息提前发布。根据企业需求，牵头组织

赴外地开展如皋人力资源需求宣传。

联系人：洪　萍

服务单位：市劳动就业管理处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二楼人力资源大厅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３１９１

传真：８７２８３１８６

企业工伤认定

项目简介：开展企业职工工伤认定咨询，指导

企业职工工伤认定工作，组织开展劳动能力鉴定

体检。

联系人：阮铁均

服务单位：医疗工伤保险科

办公地址：市行政中心Ｂ１２２７

服务电话：８７１９９０１３

传真：８７６５７６５１

劳动关系协调

项目简介：提供有关劳动事务的咨询；提供实

时的劳动法规宣传；提供企业劳动纠纷的调解；提

供企业劳动合同的指导；指导企业进行劳动规章制

度建设，协助开展劳资沟通，协调处理员工申诉和

劳动争议。

联系人：陶　军　吴晓群

服务单位：市劳动监察大队、市劳动仲裁院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１３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７６０７　８７２８７６０３

传真：８７６５７６５１

企业社保业务

项目简介：合理为企业制定缴纳社会保险计

划，开展社保业务咨询、培训，在社会保险登记、变

更、增员、减员等各方面我市重点企业予以支持。

联系人：赵伦钧

服务单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办公地址：市民服务中心Ａ０２０１

服务电话：８７２８７６１９

传真：８５３７８５８９

教教教　　　育育育　　　信信信　　　息息息

２０１１年如皋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情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１０５７８人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

生统一考试，录取总数为９９０９人，录取率为

９３．６８％。其中，本科录取７１６１人，占录取总数的

７２．２７％；专科录取２７４８人。另被高职院校提前单

独招生录取１４２人，飞行学员录取１人，招飞工作

连续２３年被评为省先进集体。

（何　明）

·５８４·便民信息



２０１１年全国部分高校（本科）录取如皋考生情况一览
　表１１０

院 校 名 称 类别 录取人数

北京大学 理科 １

北京大学 文科 ２

东南大学 理科 ４９

东南大学 文科 ２

复旦大学 理科 ５

复旦大学 文科 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科 ５

哈尔滨工业大学 文科 ２

河海大学 理科 ７３

河海大学 文科 ２

南京大学 理科 ５１

南京大学 文科 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科 ５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科 ７

南京理工大学 理科 ９１

南京理工大学 文科 １１

院 校 名 称 类别 录取人数

清华大学 理科 ４

清华大学 文科 １

上海交通大学 理科 ９

四川大学 理科 ５

四川大学 文科 １

苏州大学 理科 １６１

苏州大学 文科 ４６

同济大学 理科 ６

同济大学 文科 ３

浙江大学 理科 １７

浙江大学 文科 ２

中国农业大学 理科 ３

中国人民大学 理科 ３

中山大学 理科 １

中山大学 文科 １

２０１１年如皋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前５０名考生录取情况一览
　表１１１

毕业学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专　业　名　称 投档分
选修科目
和等级

选修科目
和等级

如皋中学 张 琪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 ４０９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张霖梅 北京大学 经济学类 ４０８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张 枭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 ４０８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李 婧 清华大学 制造自动化与测控技术 ４０６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朱 戡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４０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周啸宇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类 ４０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朱万丽 复旦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４０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苏 鑫 上海交通大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０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马皓天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ＡＣＣＡ班） ３９９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高 奔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８ 物理 Ａ＋ 化学 Ａ＋

白蒲中学 黄俊杰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工学） ３９８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鞠慧蓉 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
输、工程力学、土木工程） ３９７ 物理 Ａ＋ 化学 Ａ＋

白蒲中学 崔炜? 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
输、工程力学、土木工程） ３９７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苏潇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学（法语） ３９６ 物理 Ａ 生物 Ａ＋

如皋中学 何 蟩 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
输、工程力学、土木工程） ３９６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王 旭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类 ３９６ 物理 Ａ＋ 化学 Ａ＋

白蒲中学 李王亮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 ３９６ 物理 Ａ＋ 化学 Ａ

白蒲中学 陆亚兵 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
输、工程力学、土木工程） ３９６ 物理 Ａ＋ 化学 Ａ

·６８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续表１１１－１

毕业学校 姓　名 录取院校 专　业　名　称 投档分
选修科目
和等级

选修科目
和等级

如皋中学 管 睿 东南大学 土建类（建筑学类） ３９５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章许帆 南京大学 软件工程 ３９５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何永朋 复旦大学 理科试验班 ３９５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朱 祥 南京大学
经济学类（经济、国贸、金融、金融工程、
保险、产业经济） ３９５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陈 兴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工学） ３９５ 物理 Ａ＋ 化学 Ａ＋

市一中 唐俊燕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５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倪雅婷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 ３９４ 物理 Ｂ＋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沈静文 同济大学 航空航天类（飞行器制造工程）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丁佐蓬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郭鹏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科试验班（高等工程学院、华罗庚班）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李阳杨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人力资源、会计、
财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丁洁羽 南京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金融工程、工业工程）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王殷鹏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薛周鹏 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电子、通信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微电子） ３９４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周智颖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工学） ３９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康 良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工学） ３９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吴弘宇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工学） ３９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周 磊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印双双 南京大学
数学类（基础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 ３９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范潇潇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３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王泽宇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２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沈 沐 南京大学
数学类（基础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 ３９２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纪志伟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２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丁佳艺 江苏警官学院 经济犯罪侦查 ３９２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江明明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工学） ３９２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闾 尧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２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李贵锋 东南大学 土建类（土木）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王桂霞 同济大学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会计学）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Ｂ＋

如皋中学 季龙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类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黄 晴 南京大学
数学类（基础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张王柳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人力资源、会计、
财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李一夫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信息）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如皋中学 李唐蓉 南京大学
经济学类（经济、国贸、金融、金融工程、
保险、产业经济）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白蒲中学 顾 磊 南京大学
数学类（基础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统计学）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江安中学 刘 琳 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电子、通信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微电子） ３９１ 物理 Ａ＋ 化学 Ａ＋

·７８４·便民信息



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对口高考本科上线情况一览
　表１１２

专
业
代
号

专　业

全　　市 市职教中心 市一职高

考生
总人数
（人）

本科上线
人数
（人）

上线率

（％）

考生
人数
（人）

本科上线
人数
（人）

上线率

（％）

考生
人数
（人）

本科上线
人数
（人）

上线率

（％）

１１ 建筑 ５８ ３５ ６０．３ ２１ １５ ７１．４ ３７ ２０ ５４．１

１２ 机械 ７２ ５８ ８０．６ ３８ ３２ ８４．２ ３４ ２６ ７６．５

１３ 机电 １６６ １０４ ６２．７ １２０ ６９ ５７．５ ４６ ３５ ７６．１

１４ 电子电工 ８９ ５６ ６２．９ ５６ ３８ ６７．９ ３３ １８ ５４．５

１５ 计算机 １３１ ８３ ６３．４ ９１ ５５ ６０．４ ４０ ２８ ７０．０

１６ 化工 ３４ ３２ ９４．１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１９ １７ ８９．５

１７ 农业 ３５ ２６ ７４．３ １９ １６ ８４．２ １６ １０ ６２．５

１８ 财会 ８４ ４１ ４８．８ ４２ １９ ４５．２ ４２ ２２ ５２．４

１９ 市场营销 ６３ ４２ ６６．７ ３２ ２７ ８４．４ ３１ １５ ４８．４

２０ 旅游 ４０ ２３ ５７．５ １３ １２ ９２．３ ２７ １１ ４０．７

２１ 艺术（美术类） ４９ ２６ ５３．１ ２８ １６ ５７．１ ２１ １０ ４８

２２ 烹饪 ４２ ２６ ６１．９ ２２ １９ ８６ ２０ ７ ３５

２３ 汽车 ２０ １６ ８０．０ ２０ １６ ８０ ! ! !

２４ 纺织服装 ４６ ３６ ７８．３ １９ １６ ８４ ２７ ２０ ７４．１

　 小　计 ９２９ ６０４ ６５．０ ５３６ ３６５ ６８．１ ３９３ ２３９ ６０．８

大赛升本科
! ８ ! ! ４ ! ! ４ !

合　　计 ９２９ ６１２ ６５．９ ５３６ ３６９ ６８．８ ３９３ ２４３ ６１．８

占全省本科总计划数（２６９６人）份额 ０．２３ ! ! ０．１４ ! ! ０．０９ !

（陈晓斌）

如如如皋皋皋特特特色色色旅旅旅游游游信信信息息息

长青沙生态旅游度假区、江岛生态游、

船舶文化游、养生度假游线路安排

　　半日游

接团→熔盛船厂 （４０分钟）→长青田园桃梨

满园 （１０分钟）→长生田园 （１０分钟）→童年小

河 （１０分钟）→ “杉”水相逢 （１０分钟）→骑马

巡江 （３０分钟可选）→返回东风滩钓鱼馆 （３０分

钟）→品江鲜，吃饭 （３０分钟）→购纯生态农产

品 （３０分钟），回家。

一日游

上午９：００接团→熔盛船厂（报告厅观看专题

片，２０分钟→船模展馆，２０分钟→造船工地，５０分

钟）→港务集团物流码头、看江观船（３０分钟）→东

风滩品江鲜、吃午饭（３０分钟）→江岛鱼趣（３０分

钟）→桃梨满园（２０分钟）→骑马巡游（３０分钟）→

长生田园（１０分钟）→童年小河（１０分钟）→“杉”水

相逢（１０分钟）→江滨湿地（３０分钟）→购纯生态农

产品（３０分钟）→回家。

一日一夜游

上午９：００接团→熔盛船厂（报告厅观看专题

片，２０分钟→参观船模展馆，２０分钟→参观造船工

地，５０分钟）→物流码头（３０分钟）→东风滩品江

·８８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鲜、吃午饭（３０分钟）→江岛鱼趣（３０分钟）→桃梨

满园（２０分钟）→骑马巡游（３０分钟）→长生田园

（１０分钟）→童年小河（１０分钟）→“杉”水相逢（１０

分钟）→江滨湿地（５０分钟）→购纯生态农产品（３０

分钟）→返回东风滩晚餐→篝火聚会→早晨“万鸟

戏巢”→城区景点。

江苏如皋“长寿、人文、养生”特色旅游线路

一日游

上午１０：００接团→千年古刹———定慧寺→徽

派园林海内孤本、清末四大才子之一冒辟疆与“秦

淮八艳”之一董小宛隐居地———水绘园，午餐→长

寿主题公园———东方大寿星园→参观全国唯一丝

毯艺术集成———工艺丝毯博物馆，→购买长寿特色

商品，回家。

二日游

第一天：上午１０：００接团→游国家ＡＡＡ级景

点———内外城河风光带（射雉亭→范公苑→丞相亭

→文昌阁→集贤里）→“长寿氧吧”———顾庄生态

园，探访长寿奥秘、寻访百岁老人、与百岁老人合影

（自费），午餐，休息→徽派园林海内孤本、清末四大

才子之一冒辟疆与董小宛隐居地———水绘园→全

国唯一丝毯艺术集成———工艺丝毯博物馆，晚餐，

休息。

第二天：早晨７：３０点早餐→游长寿主题公

园———东方大寿星园→如派盆景艺术、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江苏花木大世界，午餐→千年名

刹———定慧寺→购买长寿特色商品，回家。

三日游

第一天：早１０：００接团→长寿主题公园———东

方大寿星园→参观如派盆景艺术、全国农业旅游示

范点———江苏花木大世界，午餐，休息→徽派园林

海内孤本、清末四大才子之一冒辟疆与董小宛隐居

地———水绘园→全国唯一丝毯艺术集成———工艺

丝毯博物馆，晚餐，休息。

第二天：早晨７：３０点早餐→千年名刹———定

慧寺→国家ＡＡＡ级景点———内外城河风光带（射

雉亭→范公苑→丞相亭→文昌阁→集贤里）→“长

寿氧吧”———顾庄生态园，午餐，休息→集花木观

赏、生态旅游于一体的苏通生态园，探访长寿奥秘、

寻访百岁老人、与百岁老人合影→九华千年银杏→

购买长寿特色商品，晚餐，休息。

第三天：早晨７：３０点早餐→长青沙岛生态旅

游度假区滨江湿地运动公园，游清雅迷人的田园森

林———东风滩→中国第一大船坞———熔盛重工，午

餐，品江鲜→公用码头→内港池→长江镇中小船厂

群，回家。

（陈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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