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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获南通市宣传思想工作改革创新奖　Ｐ１４１

●《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出版发行　Ｐ１４８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上下，紧紧围

绕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

的大局，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把握

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又好又快工作导向，协调推

进各方面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呈现“运行平稳、转型

加快、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良好态势，更高水平

小康社会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如皋市委被授予全

国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县（市、区、旗）党委称号。

综合实力　年内，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５９０．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８％。完成财政总收入

１２９．１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５３．６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１６．６％和１７．５％，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

收占比８３．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量和税收占

比均列南通六县（市）第一。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

竞争力百强县（市）中排名第３２位，较去年上升１８

位。实现工业应税销售７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５．２％。完成工业用电量３１．０２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５．９％。实现进出口总额３５．８８亿美元，同比增

长１８．０％，其中出口２３．７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６．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９．８６亿元，同比增

长２１．３％。累计实施超亿元项目８９个，新增超亿

元企业１０家、规模企业５０家。域内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６７８．９３亿元，贷款余额３６７．８亿元。

产业结构　年内，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去

年９∶５５．５∶３５．５优化为８．９∶５４．０∶３７．１。全

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的４２．８３％，

同比提高２个百分点。全市研发经费支出占ＧＤＰ

的２．１６％，同比提高０．１６个百分点。全市新兴产

业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的２８．９５％，同比提高２．３

个百分点。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２２亿元，占ＧＤＰ

比重为３．４９％，同比提高０．８个百分点。农业基

本现代化指标实现值８１分，同比提高４．８分。全

市新增高效农业１．３３万公顷、设施农业０．３３万公

顷，设施农业占总耕地面积的１２．５％。全市实现

服务业增加值２１８．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完

成服务业应税销售（不含房地产）２４８亿元，同比增

长３０％。新增重点服务业企业７１家、限上服务业

企业８６家。新增服务外包企业４９家，完成服务外

包执行额６．６亿元。实现港口吞吐量４２００万吨，

同比增长３０％。全年建筑业施工产值突破６００亿

元，完成地方税收１１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７．７％、

２２．２％，全市建筑从业人员年收入超过５０亿元。

全年接待游客５０１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５．４％。全

市万元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６％。

城乡建设　年内，全市完成城市建设投入１１０

亿元，其中市政投入１６．５亿元，搬迁１２０万平方

米，新建安置房１６０万平方米，新开房地产１８６万

平方米，竣工１４６万平方米。开工公共租赁房

１５００套（间）、竣工１０００套（间）。基本建成海阳南

路南延、中央大道等市政道路１３条。国家园林城

市、江苏历史文化名城获正式命名。如港新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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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城建投入２７．２亿元，新开房地产１１５万平方

米，竣工６０万平方米，完成搬迁１５００户，新开安置

房７５万平方米，全面完成如港路拓宽改造等市政

工程３１项。全市１６个镇搬迁２１２０户，完成小城

镇建设投入３９．５亿元，房地产开工１５２万平方米、

竣工１２６万平方米。全市完成交通投入１８亿元，

花城大道全线通车，长青沙二桥等工程快速推进，

新建通居道路１００公里，新建、改造农村桥梁２００

座。全市３３２个行政村全部通过省环境整洁村验

收，分别建成二星级、三星级“康居乡村”３０个、１７

个，总数占南通市的４０％。

民生幸福　年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２６５００元、１１９００元，同比

分别增长１５．１％和１５．４％。全市教育投入１９．８

亿元，教学基础设施水平快速提升，普通高考本一、

本二上线率分别达全省平均水平的２．８倍、２．２

倍。城区义务教育高标准实现按施教区就近入学，

全面消除择校现象。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比例

进一步提高，正式加入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建成全

省首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全市新增

数字电视用户１．２７万户，普及率达９３．５％。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被评为省文化先进县

（市）。区域供水复线工程和鹏鹞水厂二期工程基

本建成，区域供水入户率达９８％以上。社会保障

水平全面提高，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和民政救助

标准全省领先。

重重重　　　要要要　　　会会会　　　议议议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会】　１月５日下午，市

委、市政府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如皋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汇报会，向在京相关领导、专家汇报２０１１

年如皋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２０１２年决战决胜更高

水平小康社会、全面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关

举措。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十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季允石，中央政法委原副秘

书长、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中

央创先争优办公室副主任傅思和，农业部原常务副

部长、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尹成

杰，中国船舶行业协会会长张广钦，国务院扶贫办

原主任刘坚，水利部原副部长翟浩辉，外经贸部原

副部长、中国对外贸易协会会长周可仁，中国工程

院院士杨裕生等领导应邀出席汇报会。南通市副

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在会上致辞。

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召开如皋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会

【全市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现场推进会】　１月

１６日，全市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现场推进会在

石庄镇召开。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永华主

持，南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在会上

讲话。

【２０１１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１月１８日上午，市委、

市政府在如皋大剧院召开２０１１年度总结表彰大

会，表彰奖励为全市推进“两个加快”作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动员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

样，解放思想，超越争先，为决战决胜更高水平小康

社会、全面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努力奋斗。

【全市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动员大会】　１月２９日

上午，全市转型升级暨科技创新动员大会在如皋大

剧院召开，会议在回顾总结２０１１年工作的基础上，

研究部署２０１２年全市工业经济、开放型经济、服务

业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科技创新工作。市委副书

记、市长姜永华作工作报告。

【全市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推进大会】　３月４日下

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推进

大会。会议表彰先进，全面部署推进新形势下社会

管理创新工程再上新台阶。市领导陈惠娟、姜永

华、石耀、李中林、缪小华、张秀良、蒋明华、成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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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斌出席会议。

【全市一季度重点工作点评推进会】　４月２９日，

市委召开一季度重点工作点评推进会。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总结成绩，查找差距，动员全市上下进一

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聚焦重点，危中抢机，全力

实现各项目标任务“双过半”，为决胜更高水平小康

社会夯实基础。

【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现场推进会】　５月３１日

下午，市委在东陈镇召开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现

场推进会，贯彻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南通市座谈会讲

话和南通市一季度点评会精神，动员全市上下进一

步聚焦重点、全力冲刺，确保各项工作“双过半”、

“超过半”。南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在

会上讲话。

【２０１２年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才）洽谈会】　６

月２日上午，２０１２年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才）

洽谈会隆重开幕，这是市委、市政府连续第１５年举

办的招商引智活动。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司司长

靳晓明，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厦门大学

纳米科技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郑兰荪，南通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韩立明，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张

颢瀚，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丁玉贤

等领导、专家应邀出席开幕式，国内外８０多所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近５００位专家学者参加洽谈会。

【全力冲刺“双过半”工作会议】　６月２２日上午，市

委召开全力冲刺“双过半”工作会议，全面分析１～５

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署落实冲刺“双过半”各项

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永华在会上讲话。

【市委工作会议】　８月１１日上午，市委工作会议

在市民服务中心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

二届三次全会和南通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全

面总结分析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研究部署

今后五个月工作，动员全市上下坚持真抓实干，实

现又好又快，奋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会议由市委副书

记司祝建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永华代表市委

常委会在《坚持真抓实干实现又好又快奋力完成全

年各项目标任务》的报告中，要求全市上下“肯定成

绩，正视差距，不断增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

信心和决心”、“聚焦重点，真抓实干，抓紧抓实完成

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关键举措”、“加强领导，明确

责任，为奋力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

障”。

【全市工业经济推进大会】　８月１８日上午，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业经济推进大会，总结点评全市

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立以工

强市理念，更加突出工业经济主体地位，突出重点，

真抓实干，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市委

副书记、市长姜永华在会上讲话。

【“一会两节”推进暨项目建设点评大会】　９月８

日，市委召开“一会两节”推进暨项目建设点评大

会，动员全市上下以“一会两节”为节点，以项目建

设为中心，对照序时进度要求，高效推进各项重点

工作，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会

议集中检阅镇（区、园）８月份项目开工建设情况。

市委常委、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马金华安排部署

“一会两节”主要活动，副市长陆雪松点评全市重大

项目建设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永华在会上作

重要讲话。

【市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　１２月３０日下午，市委

召开十一届三次全委会。市委书记、市长姜永华主

持会议。全体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非市

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市四套班子党员领导及市法院

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

议特邀非党员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递补卢志

敏、赵宏祥、张建军等３名市委候补委员为市委委

员，讨论市第十一届党代表第三次会议报告，并决

定消化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报告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以市委全委会名义提请党代会审议。会议

还审议并通过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并对镇党委书

记管党责任履职情况进行评议。

重重重　　　要要要　　　活活活　　　动动动

【“一会两节”】　１０月２８日上午，第十届中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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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沿江经济洽谈会、第六届如皋·中国长寿文化

节、第七届中国（如皋）花木盆景艺术节在如皋大剧

院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会长、商务部原副部长周

可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经学会理事长、国家林

业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育才，南通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国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外宣办主任

司锦泉，省农委副主任、林业局局长夏春胜，南京海

关副关长沈晓红，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庄

娱乐，省老龄办副主任牛飚，解放军总后勤部装备

局原局长姚海泉，南通市政府秘书长顾诺之，驻华

使节团团长、克罗地亚前副总理、驻华大使司马安，

厄瓜多尔驻华大使莱昂纳多·阿里萨加，马耳他驻

华大使约瑟夫·卡萨，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兰杰特·

乌杨高达，塞浦路斯驻华大使玛莉奥蒂斯，江苏雅

鹿集团董事长顾振华，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

会长、月星集团董事长、总裁丁佐宏等领导和嘉宾

应邀出席开幕式。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２０多家

中央、省、市级新闻媒体和部分境外媒体记者。

２８～２９日，全市共有４２个投资千万元人民币

或百万美元以上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投资总额

内资１１４．６９亿元人民币，外资６５００万美元。

【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信用评价发布会暨中

国·如皋海峡两岸城市智能化高峰论坛】　１１月

３～４日，２０１２年（第五届）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企业信用评价发布会及中国·如皋海峡两岸城市

智能化高峰论坛在如皋举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台

湾神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果芸，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高文，省经信委副主任龚

怀进，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赵小凡，国务院国

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处长梁方，工信部软件服

务业司信息服务业处处长尹洪涛，中国软件行业协

会执行秘书长胡?山，南通市台办主任羌毅，中国

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创软件董事长兼总裁景

新海及近３００名来自全国软件百强企业、规划布局

内重点软件企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信用评价企

业、知名服务外包企业的代表，海峡两岸有关专家

学者、业界精英出席开幕式。

活动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与如皋市委、市政府

主办，江苏省如皋软件园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软件

出口工作委员会承办。活动期间，举行２０１２年信

用评价颁牌、海峡两岸专家城市智能化主题讲座、

现场参观等活动。市委书记、市长姜永华在开幕式

上致辞。

海峡两岸城市智能化高峰论坛

重重重　　　要要要　　　决决决　　　策策策

【实施人才强镇战略】　２月，市委下发《关于实施

人才强镇战略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１３号），决定

通过３～５年时间，围绕建设创新型镇（区、园）和建

设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引进和培育一批与镇域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创业创新创优人才，促进

镇（区、园）人才数量、质量、结构得到全面提升。努

力实现人才总量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人才

素质提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人才结构调

整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适应的人才发展新

格局。

【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３

月，市委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

主题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皋委发〔２０１２〕１７号）。

《通知》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要以始终保持全市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

作风纯洁、清正廉洁，为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进程

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为目标，坚持思想提升与实践

锻炼相结合、自查自纠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发现问

题与落实整改相结合、解决当前问题与建立长效机

制相结合，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争当保持党

的纯洁性的示范者、推动发展的急先锋、服务人民

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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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工作】　４月，市委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工

作的实施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３０号）。《意见》明

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

主线，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方向，以“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２０字”方针为目标，以“三化”深度融

合为路径，把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工作作为改变农

村面貌的主抓手、提升农业生产条件的结合点、改

善农民生活方式的突破口，抢抓被列为中农办农村

改革联系点、江苏省农村改革试验区机遇，加快推

进城乡一体化，为决战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全

面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进程夯实基础。

【加快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５月，市委下发

《关于加快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意见》（皋委

发〔２０１２〕３２号），决定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关于实

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和《南通市产

业人才发展３１２行动计划》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引进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各类

顶尖人才集聚，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到“十二

五”期末，重点在船舶海工及配套、汽车及零部件、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外

包等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领域，面向海内外重点引

进符合如皋产业发展规划的１０个以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为代表的高端人才（团队）。重点对象包

括：到如皋市创新创业并从如皋市申报国家“千人

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已获“千人计划”资助、到

如皋市实施成果转化的创业领军人才以及与如皋

市开展项目合作并获“千人计划”资助的创新人才。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８

月９日，市委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领导

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３９

号）。主要目标：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思想上更加

自觉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始终

对党忠诚，为民尽责，站稳政治立场。能力素质不

断提高。理论知识、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全面提

升，引领科学发展的眼界、思路更加开阔，转型升

级、“三化”互动、城乡统筹、社会管理等能力显著提

高。作风建设更加过硬。作风更加务实，群众观

念、服务意识不断增强。主动作为，善于挑战，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时刻保持想干事、干成事的工作热

情和良好精神状态。自身形象不断提升。坚持率

先垂范，对自身要求更加严格。讲原则，顾大局，人

格修养魅力进一步增强，民主氛围更加浓厚，社会

评价更加满意，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廉洁从政意识

进一步强化，职权行使更加科学规范。

主要举措：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党员干部

的思想政治素养，坚持不懈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切

实加强党性锻炼，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坚持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持

续推动思想解放，注重教育培训实效，强化一线实

践锻炼。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切实增强领导班子

的凝聚力战斗力，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各项规定，

健全决策机制，进一步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切实

维护领导班子团结。规范选人用人行为，树立正确

用人导向，建立选人用人科学机制，加强对干部的

严格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用人环境。弘扬党的优良

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建立健全直接

联系和服务群众长效机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

持艰苦奋斗传统。树立为民务实清廉形象，永葆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健全完善惩防体系建设，坚持勤政廉政。

【深化法治如皋建设】　９月，市委下发《关于深化

法治如皋建设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４７号），决定

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和法治如皋建设工作，进一步发

挥法治在全面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进程、勇当江苏

实现基本现代化先行军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工作目标：深入推进各项法治创建工作，到

２０１５年，全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

生活的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法治建设水平保持全

省领先，努力建成江苏省首批“法治县（市）”。法治

政府建设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公正廉洁司法水平位

居全省前列，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水平位居全省前列，法治创建绩

效位居全省前列。

主要任务：切实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增强依法

执政能力，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健全依法科学

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着力规范

行政权力运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加强和改

进行政执法工作，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有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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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化解行政争议。深入推进公正廉洁司法，加强

执法规范化建设，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切实维

护司法权威，落实平等司法保护。切实推进社会管

理法治化，加强社会管理制度建设，依法维护公民

权益，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推进基层民主法治

建设，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法治文化

建设，扎实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推动法治文化

载体建设，重视法治理论研究。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１１月，市委下

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勇当江苏

基本实现现代化先行军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６２

号），决定在全市深入推进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要求：广泛宣传、深入发动，迅速兴起学习贯彻

十八大精神热潮，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全面把握

十八大的精神实质，加强组织迅速形成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高潮。高点定位、汲取精髓，

丰富提升“勇当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先行军”的目

标内涵，具体做到“五个更加”，经济更加发达，社会

更加和谐，文化更加繁荣，生态更加优良，人民更加

幸福。学以致用、重在落实，着力增创如皋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先行优势，坚持又好又快、打造实力如

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建

设文明城市、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生态文明

建设上勇当先行军。强化领导、创新创优，全面提

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

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建设“三宽四有”干部队伍，不

断提升执政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成坚强的

战斗堡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

氛围。

【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

发展水平】　１２月，市委下发《关于深入实施经济

国际化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意

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６６号）。

主要目标。到２０１６年，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

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总量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

优化，对外经济合作层次和效益全面提高，开放型

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开放型经济在全市经济

发展中的贡献额、经济国际竞争力、对外影响力全

面提高，主要指标在南通领先，居全省前列。５年

累计实际到账外资２０亿美元；外贸进出口额２００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１３０亿美元；外经营业额９亿

美元；对外投资中方协议额超４亿美元；服务外包

执行额４０亿元，如皋经济开发区、如皋港区升格为

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

重要举措：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拓宽利用外

资渠道，大力培育外贸出口主体，大力增强出口核

心竞争力，深度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和设备的力度，推动重点企业“走出去”，积极发展

服务外包，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全方位推进国际

（境外）合作与交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对外开放环

境，加快打造国际化宜居宜业城市，加速推动人才

国际化进程，积极创造贸易便利化环境，提高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组织水平，构建科学考核机制，实施

积极有效的财政扶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

善贸易摩擦和风险应对防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

【推进新“六城同创”】　１２月，市委下发《关于２０１３

年新“六城同创”工作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６７

号），决定进一步巩固“六城同创”成果，全面推进新

一年新“六城同创”工作。

创全国文明城市：坚持以测评体系为“本”，以

全面达到Ａ级标准为目标，常态高效地推进文明

城市创建各项工作，确保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位

居全省同类城市前列。

创健康城市：不断巩固健康城市的创建成果，

确保健康城市工作的十大核心指标和１０８项基本

指标全面达标。

创国家生态文明城市：继续巩固和提升生态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规划》确定的六大类３５项生态

文明城市指标达标率达６０％以上。其中约束性指

标达标率达７０％以上。

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夯实创建基础，科学打

造生态宜居环境，力争城市园林绿化各项指标达到

城市园林等级评价标准Ⅰ级和生态园林城市分级

考核标准一星级，新增绿化面积６０万平方米。

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一步完善申报文本，

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整治，力争年内通过省

级申报。

创中国最佳绿色旅游城市：围绕中国最佳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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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市创评的９项基础标准和专项标准，全面加

快旅游资源开发，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为正式提交

创建申请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工程建设】　１２月，市委下

发《关于２０１３年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工程建设的

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７０号），决定加快推进实现农

业现代化，努力实现：全市农业基本现代化监测指

标体系实现值达到８５分以上；实现农业增加值

４６．６亿元，同比增长４％；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１３９００元以上；“三资”投入农业３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７５％；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０．２７万公顷以上，占

耕地比重１５．５％以上；新增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

积０．５３万公顷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信

息服务覆盖率、农田水利现代化水平、农业综合机

械化水平、林木覆盖率分别达６６％、８２．５％、

８５％、８３．５％和２２．８％；所有村 （社区）集体经

济收入年增长１２％以上，努力实现农业结构持续

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基础设施持续强化、

农村环境持续改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社会保

持和谐稳定。

政政政　　　策策策　　　调调调　　　研研研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委先后组织一季度重点工作

推进情况调研、年中全委会调研、９月农业现代化

推进工作调研、年终调研等全局性调研活动。

调查研究　年内，市委坚持每月召开四套班子

调研情况交流会，推进四套班子领导的调研活动。

市委办公室积极参与市委领导开展的调研活动，同

时围绕市委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协助市委

制订出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勇当江

苏基本实现现代化先行军”等一系列政策意见文

件，发表各类调研论文１００多篇，其中《抢抓强镇扩

权机遇，打造港口经济重镇》、《如皋以城带乡推动

城乡一体化发展》、《如皋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

《如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加强作风

建设，勇当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先行军》、《如何提

升区域环境的承载能力》等多篇论文在《群众》、《现

代经济观察》、《江海纵横》、《城乡建设》、《中国县域

经济》、《决策》、《党建研究》等国家级、省级报纸杂

志上发表。通过调研，积极总结和向外推介如皋经

济社会发展亮点。

信息采编　年内，市委办公室（研究室）按照

“紧贴中心、服务决策、提高质量、快速传递”的要

求，建立健全信息采编、报送机制，创造性地为市

委、机关部门和基层提供全方位、宽领域、多角度的

信息服务。建立全员信息目标考核制度，明确各人

全年信息采编、报送、录用任务，采编信息累计被省

录用３９条，位居南通县（市）前列。构建三级信息

网络，与政府市长热线、政协《社情民意》、公安１１０

等建立信息联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编印《信息

参阅》、《情况通报》３０多期。

（章礼君）

组组组　　　织织织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党的工作委员会８个、政

府工作部门和群众团体党组４２个、党的基层组织

５７８４个，共有党员６９０３６人。党的基层组织中，党

委７２个〔政府工作部门党委１１个，事业单位党委

４个，街道党委４个，镇（区、园）党委２０个，村（社

区）党委１１个，国有企业党委５个，“两新”组织党

委１７个〕，党总支４７７个，党支部５２３５个。全市有

科级党政领导干部７４２人（含市属国有资产公司

〈集团〉班子成员２０名，挂职副科职岗位的高层次

人才、大学生“村官”２９名），其中：市级机关科级干

部４１６人，平均年龄４６．５４岁；镇（区、园）科级干部

３２６人，平均年龄３９．７１岁；妇女干部１１６人，占比

１５．６３％；党外干部２８人，占比３．７７％。领导干部

平均年龄４３．５４岁，其中３５岁以下年轻干部９３

人，占比１２．５３％。领导干部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的６２４人，占比８４．１％，其中硕士研究生６５人，博

士研究生８人。

干部教育培训　年内，市委组织部以建设“三

宽四有”（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有信念、有本领、

有担当、有正气）型领导干部队伍为目标，以雉水讲

坛、雉水在线———干部网上学习平台为载体，依托

市委党校、苏州农村干部学院、复旦大学等培训基

地，突出对“一把手”岗位培训和新进领导班子成员

的任职培训，先后举办第１９期中青年干部（镇长）

培训班、新任公务员培训班、企事业干部培训班、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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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干部培训班、妇女干部培训班等各类主体班次和

近２０个扎口班次，参训干部８０００多人次，覆盖全

市机关、镇区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新任公务员、大学生“村官”、高学

历党政后备人才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等各条线

干部。继续深化年轻干部“四线四百”实践锻炼工

程，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全程帮带指导、全程跟踪培

养、全程竞争择优。实施干部学历提升“圆梦工

程”。紧扣规范公务员职业行为，突出“服务科学发

展，争当忠诚公仆”主题，创设“一诺、二比、三评”活

动载体，在全市各级机关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

干部选拔任用　年内，市委组织部坚持选优配

强领导班子，提名担任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

３人。以长江镇强镇扩权为契机，配合南通市委组

织部推荐、考察产生副处职主要负责人３人，选配

副科级机构主要负责人１０人。首次采用电脑计票

方法，优质高效完成市人大、市政协换届工作。圆

满完成各镇换届任务，换届后镇党政班子成员平均

年龄下降１岁。坚持一线选人育人，在已选派３６

名科级机关干部到村任职基础上，再次遴选２０名

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村担任驻村书记。强化市管

企事业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首次面向全国公开选聘

３名国有企业专业型高级管理人才。启动市管事

业单位后备干部“百人计划”，通过“积分制”选拔教

育系统市管事业单位后备干部２８名、卫生系统市

管事业单位后备干部３０名。制订出台《关于年轻

公务员培养管理“双百工程”的实施意见》，计划在

３～５年内培养１００名３０岁以下优秀中层干部、

１００名３５岁以下科级后备干部。首次安排１２８名

新录用公务员在试用期内到领导班子有力、工作机

制健全、小康业绩突出的先进村（社区）全脱产挂职

锻炼。开展首期“千名年轻公务员实践锻炼计划”，

遴选５２名年轻公务员到各镇（区）、行政服务中心

窗口和重点骨干企业，进行为期１个月的实践锻

炼。研究出台《关于加强机关中层干部管理工作的

暂行办法》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暂行办法》。创设适

岗评价环节，组织市人大办、市纪委等７家单位公

开选调工作人员８名。

干部监督管理　年内，市委组织部着力构建干

部选拔任用“阳光监督”体系。通过《如皋日报》、党

建网等媒体宣传换届纪律要求，发放宣传材料７．２

万份，发布提醒教育短信１０万余条次，换届纪律知

晓率１００％，换届风气满意率达１００％，通过省市严

肃换届纪律检查并代表江苏省参加中央组织部组

织的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依托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记实监督系统，对全市干部任用进行全程监

控。全年共受理涉及干部选拔任用举报２件。“一

报告、两评议”制度化，２０１２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群众满意率为８７．７２％。全年实施“三责联审”

项目２６个。

基层组织建设　年内，市委组织部紧扣“强组

织、增活力，创先争优迎接十八大”主题，推进“基层

组织建设年”活动。１月，下发《关于选派市级机关

“双联双助”书记到村（社区）任职的通知》（皋组发

〔２０１２〕１４号）。２月，出台《关于在创先争优活动中

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见》（皋组发〔２０１２〕

３６号），组织全面调查基层党组织情况，按照“先

进”、“一般”、“后进”分类定级，并分类指导基层党

组织明确改进提高目标和措施。４月，举行市委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基层组织建设年“十大工程”

（乡镇党委核心工程、新型村干部活力工程、大学生

村官富民工程、“两新”党建强基工程、社区党建创

新工程、项目党建精品工程、机关党建提升工程、党

员干部先锋工程、党员队伍素质工程、基层党建信

息化工程）启动仪式。５月，如皋被表彰为首批江

苏省村级“四有一责”建设优秀县（市、区）。７月，

公开招录大学生村官１０７名，并举办新任大学生村

官培训班。８月，出台《关于在全市建立大学生村

官“五心工作法”实践服务站的通知》（皋组发

〔２０１２〕１１１号），在全市以镇（区）为单位建立大学

生村官“五心工作法”实践服务站２０个。１１月，下

发《关于在全市大学生村官中开展“学习党的十八

大、五心工作创五新”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皋组

发〔２０１２〕１５５号）。下发《关于在全市党代表中开

展“学习党的十八大，贯彻落实当先锋”视察调研活

动的通知》（皋组发〔２０１２〕１５６号）。１２月，下发《关

于在全市开展争创“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村（社

区）”竞赛活动的意见》（皋办〔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　年内，全市非公有制企业

党建以抓好“两支队伍”（党组织书记和党建工作指

导员）、发挥“两个作用”（党组织政治核心和政治引

领）、实现“两个覆盖”（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为重

点。２月，下发《关于聘任许洪剑等２２名同志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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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的通知》（皋组发

〔２０１２〕３９号）、《关于在全市建立“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站的实施方案》（皋组发〔２０１２〕４０号）、《关于

进一步创新创优项目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皋组

发〔２０１２〕４１号）。４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

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皋委办〔２０１２〕１３

号），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领导体

制和工作体制。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筑企

业和建筑工程项目部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皋组

发〔２０１２〕７０号），探索建立“指挥部＋项目部＋党

支部”“三部合一”党建运行机制。８月，下发《关于

进一步推进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皋组发〔２０１２〕１３７号），要求以工商系统党建工作

站为主阵地，促进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

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发挥。

党员队伍建设　年内，市委组织部培训入党积

极分子１２７８名，发展新党员８９８名，其中：女性

２５８名，占发展总数的２８．７％；３５周岁以下党员

６７０名，占发展总数的７４．６％；大专以上学历党员

７２７名，占发展总数的８０．９％；“两新”组织党员

４３２名，占发展总数的４８．１％；流动党员７６名，占

发展总数的８．５％；生产一线党员６９９名，占发展

总数的７７．８％。严格执行发展党员谈话制度，谈

话率１００％。继续下拨农村老党员定补、困补和

“两节”生活补贴，累计发放农村老党员定额补助

２６７．３２４万元、老党员困难补助经费６９．６７５万元

和特殊困难补助５７万元。１月，制订下发《如皋市

２０１２年度发展党员计划》，部署全年发展党员工

作。与市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全市党员干部冬训活

动。２月，举办三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３月，制

订下发《关于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推行“三荐三审”模

式选拔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意见》。制订下

发《关于深化“一中心三理工作法”全面推行“五项

制度”的实施意见》，建立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长

效机制。４月，“三理工作法”被省委组织部作为制

度范例在全省推广。制订下发《关于实施“党员素

质报告单”制度的意见》。８月，举办大中学生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熔盛重工入党积极分子专题培训

班。１１月，检查验收全市２０个镇（区）党员档案标

准化建设情况。１２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２

年度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全市各级党组织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组工队伍建设　年内，市委组织部紧扣“讲党

性、重品行、作表率”要求，注重强化组工干部党性

修养、理论素养和业务技能，致力打造模范部门，铸

造过硬队伍。开展“我到基层去实践”主题活动，组

织“我到基层去实践　一线锻炼转作风”演讲，组工

干部走访特困户、低保户和离退休老党员３０多户。

健全工作例会、支部党课、在线学习等制度，开展

“集中调研月”、“四比四创”等活动。深化“贴心娘

家”品牌建设，健全部机关日常管理和绩效考评机

制。制定《“活力组工·温馨家园”品牌打造三年规

划》，打造充满活力、充满温馨的党员、干部、人才

之家。

信息宣传　年内，市委组织部报送组工信息

１５７篇，被中组部《组工信息》录用４篇、《江苏组工

信息》录用１１篇、《南通组工信息》录用２０篇。累

计在《中国组织人事报》、《组织人事报》、《党的生

活》、《新华日报》、《党建》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

４２０多篇。全年编发《如皋组工信息》２３期，《如皋

党建网》上传各类稿件１．５万多条，新闻图片１２５

幅，点击超过２０万次，有６０多篇报道被各级媒体

转载。党建·新农村频道全年组织拍摄３７２９次，

制作党员教育节目４２６部，折合时长超过７８６０小

时，内容涵盖党建和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党员电化教育）　年

内，市委组织部围绕“提升功能、强化服务、促进发

展”目标，在全省率先建成村（社区）远程教育为农

服务信息室３３２个，培育远程教育示范站点、学用

实践基地和学用标兵１００个，培育省级优秀示范典

型２个、南通市级优秀示范典型３３个。先后举办

市级远程教育管理员培训班６次，１４名远程教育

管理员获南通市优秀管理员称号。市、镇、村级站

点上网点击学习２７０００余次，组织教学培训３６００

多场次，受教育党员５２万余人次。５月，远程教育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中组部验收，“四有一责”信

息化建设、远教播出平台建设通过省委组织部验

收。在中国商业联合会与省政府共同举办的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超对接发展论坛上，如皋作为全国唯一受

邀的县级市介绍依托“网上村村通”、“农宝网”、“为

农服务信息室”平台开展农村电子商务的经验。１１

月，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李丰一行到如皋调

研远程教育工作，《党员教育通讯》、中国共产党新

闻网、《江苏组工信息》报道如皋远程教育为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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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累计开发制作各类乡土教材、教学课件２６２

部。８部作品分别获南通市党员教育电视片评比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１部作品获省级奖。《燃

烧的青春》获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评比最高奖———

最佳作品奖。如皋党建·新农村频道被评为南通

市远程教育先进教学服务平台。

人人人　　　才才才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现有各类人才１９８５３６人。

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１５５７人，占０．７％；具有

大学本科学历者５７２０３人，占２８．８％；具有大学专

科学者７０３１４人，占３５．４％；党政类人才３７２０人，

占１．８％；企业经营管理类人才３５８９２人，占

１８．１％；专业技术人员８２２４７人，占４１．４％；高技

能人才１６０６１人，占８．１％；农村实用人才５９０７３

人，占２９．８％。全市各类高层次人才总数突破

５０００人。如皋市被评为南通市人才工作先进

单位。

人才引进　年内，市委人才工作领导组、市委

组织部大力实施“２２２”人才引进工程和“学子归巢”

计划，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４人、“创新团队”５

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１２人、省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１１人、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资助对

象２９人、省科技型企业家４人、省产业教授２人、

省“企业博士集聚计划”资助对象１人、国外技术管

理专家１６０多人。１月下发《关于加大高端人才引

进工作考核力度的通知》，召开高端人才引进推进

会，建立全市在谈高端人才项目推进情况周报制。

３月，举行教授博士柔性进企业活动暨项目签约仪

式，１０３名高校教授博士与如皋企业开展项目对

接。５月，举办第十五届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

才）洽谈会，新聘请２０名知名专家担任如皋市经济

社会发展高级顾问。１２名省第五批科技镇长团成

员到如挂职，促成智力项目合作对接１０个。

人才培育　年内，市委大力实施人才培育工

程，组织重点企业高管参加浙江大学现代企业管理

高级研修班和清华大学企业高管工商管理高级研

修班。先后组织１８人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上海

交大等名校参加高层次科技企业培训班。７８名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在南航ＭＢＡ高级研修班学习结

业。组织职业经理人深造培训，全年累计参训

１５００人次。利用“雉水讲坛”，邀请国内外知名专

家、教授到如皋举办专题讲座，实施人才培训８５０

人次。实施干部学历提升“圆梦工程”和企业家培

育工程，新增省“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培育对象３

人（累计７人）。出台《如皋市首席技师工作室管理

办法（试行）》，完善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

行“双证书”制度。完善各类社会培训机构评估、市

场准入制度，培育一批优质技能人才培训机构。出

台《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行动方

案》，全年累计培养高技能人才５５５８人。９月，组

织“雉水英才”申报评选工作，８人入选“雉水英才

引进计划”资助对象。

人才服务　年内，市委实施人才关爱工程，开

展“三比三争”活动和“科学人才观”主题学习活动，

赠阅《第一资源》读本３０００多册，组织学习讨论活

动２００多场次，征集优秀论文１００余篇，在市委人

才工作网、《如皋日报》等媒体开辟专栏连续刊载优

秀文章，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的氛围。建立市领导联系优秀人才制度和优

秀人才生日祝贺、生病探望制度，组织优秀人才参

加健康休养、体检活动。组织青年人才联谊会、青

年人才相亲会等一系列活动。推进“人才安居”工

程，建成人才公寓４２万平方米。２月，召开全市人

才工作座谈会，表彰全市各类优秀人才。

【省“科技镇长团”到如皋挂职】　９月，省委组织部

从省内外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省级机关选派

年轻干部和高层次科技人才１２人，组成“科技镇长

团”，到如皋市１１个经济强镇挂职。

市委组织部制订《关于做好科技镇长团工作的

意见》，成立“科技镇长团”工作办公室，负责“科技

镇长团”日常沟通协调，市财政拨出１２０万元专款

用于改善“科技镇长团”办公生活条件。先后举办

１０次科技镇长团“基层行”和“高校行”，征集汇编

东华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１３所高校的科技成

果４０００多项、企业高端人才需求项目３２个、技术

和产学研合作需求项目１２３个，组织科技镇长团成

员深入６５家企业进行“点对点”的合作洽谈，促成

智力项目合作对接１０个。

【健全党管人才机制】　年内，市委健全党管人才机

·９３１·中共如皋市委员会



制，在建立市委书记任组长、７名常委任副组长、２２

个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基础上，在２０个镇区建立党委书记任组长、组

织委员任人才办主任的镇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和

人才办，并配备专职人才助理，在全市３０个重点企

业设立人才工作站，形成市、镇、企三级联动的立体

式人才工作模式。在市财政设立人才基金专户，确

保年度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不低于市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的３％，２０１２年全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达１．２

亿元。设立镇级和重点企业人才投入考核指标，研

究制订《关于对人才（项目、载体）实施绩效考核评

估的意见》，对全市５８个市级以上人才（项目、载

体）实施绩效考核评估。将镇级人才工作考核纳入

经济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

（李　雪）

宣宣宣　　　传传传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理论学习中心组７５个，其中镇

（区）党委中心组２０个、部门党委（组）中心组５５

个。现有基层党校２９所，基层党校分校５所，其中

镇党委党校２０所、部门党委党校６所、企事业单位

党委党校３所。２０１２年，市委宣传部被评为市级

机关目标责任制考评先进集体。

理论武装　年内，市委宣传部邀请中央党校党

建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志明教授等领导、专家、

学者作专题报告。举行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１２

次，其中市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４次。建立市建

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工作协调小组，

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品牌创建和主题征文活动，基层

党组织申报南通市“十百千”工程学习品牌、专题调

研课题、形势任务报告会计划１００多项。全市村

（社区）基层党校分校（授课点）基本实现全覆盖，新

建神马科技等企业党校３家。创新“微型党课”新

模式，将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与技能培训、为民服务

有机结合。１月，组织《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勇于

担当》专题学习活动。２月，下发《２０１２年全市党委

（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专题计划》、《关于深入开展

“送理论到基层、送党课到支部”活动的意见》。６

月，红十四军公园被命名为江苏省首批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学习实践基地和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７

月，在丁堰镇召开全市基层党校建设现场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党员冬训工作在全省冬训绩效考

评中获创新奖。８月，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公安

局被命名为南通市首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示

范点。９月，下发《如皋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考核办法（试行）》。

舆论宣传　年内，市委宣传部围绕迎接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媒体开设专题专栏，举办专

场文艺演出，展示发展成就，解读报告精神，报道贯

彻动态，形成浓烈氛围。围绕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和

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媒体宣传、环境宣传、文艺宣传

整体联动，并策划组织“软件园获批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特色载体构建转型跃升新跑道”等

深度系列报道，推出一批加快转型升级、强化服务

保障的先进典型。７月，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如皋》

大型图片展巡展。９月，启动首个“爱国主义和全

民国防主题教育月”活动。１２月，在南通“岗位大

练兵、技能大比武”大型新闻行动中荣获团体一

等奖。

对外宣传　年内，市委宣传部以“一会两节”、

“第十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等重大活动为载体，邀请中央、省、南通市主流媒体

集中报道，全面展示如皋发展亮点。在南通市级以

上媒体刊发宣传如皋稿件近５００篇，其中在《人民

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半月谈》等中央

媒体刊播如皋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新闻２０余篇

（条），被《新华日报》采用重要稿件２０余篇，被《南

通日报》头版头条用稿１２篇。积极构建集信息传

达、民声快递、网络议政为一体的网络新闻发言人

工作平台，组建覆盖全市所有镇（区）、部门的１２０

多名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建立有５００多名志愿者

组成的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队，构建高效的网上

舆情预防引导体系。３月，承办新华日报社驻外记

者业务研讨会。５月，沿海开发三周年大型新闻行

动走进如皋。８月，与南通日报社共同策划“江海

大地，科学发展”大型新闻行动如皋专题。１１月，

在省委宣传部互联网宣传管理专题调研会上作经

验介绍。

【“爱国主义和全民国防主题教育月”活动】　９月，

市委宣传部在全市启动以“激发爱国热情，建设美

好如皋”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和全民国防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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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活动。通过举办主题报告会、爱国歌曲大家唱、

主题教育进校园、走进主题教育基地、主旋律影视

作品展播、国防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全民素质。

【第十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１１月１～２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的第十

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如皋

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的近１００名专家

学者，围绕“养生文化与社会和谐”主题，就养生、养

心、养德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十一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出

席研讨会，并分别在开幕式、闭幕式上讲话。台湾

海峡两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会董事长、中国国民党

中评会主席团主席饶颖奇，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王佐书，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兼秘书长朱永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驻会副会长李

炳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解民，省政协副主席

周珉，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罗一民，南通

市领导丁大卫、张国华、王德忠、程静、杨展里、殷雄

等参加相关活动。

第十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两个项目获南通市宣传思想工作改革创新奖】　

１２月，如皋《借力新媒体，积极唱响网上思想文化

主旋律》、《‘百团舞皋城，喜迎十八大’系列活动》两

个项目获第四届南通县（市）区宣传思想工作改革

创新奖。

（周逸旋）

统统统一一一战战战线线线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现有工

作人员１３名。全市７个镇党委配备专职统战委

员，１３个镇（区）党（工）委配备兼职统战委员。

２０１２年，市委统战部获南通市统战工作创新成果

奖和统战宣传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获南通市民族宗教信息工作一等奖。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年内，市委统战部在市县

两级人大、政协换届提名推荐、协商确定委员候选

人过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１０９名政协委员

建议人选、７２名人大代表候选人进行综合评价，经

过酝酿提名、推荐考察、民主协商程序，产生政协如

皋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正式委员３８３人，其中党外委

员２２９名。另有７５名党外人士当选市人大代表。

党外干部工作　年内，市委新提拔副处职党外

干部１人，全市累计安排党外领导干部２９人，其中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５人，司法机

关领导成员２人，市政府工作机构领导班子成员

１３人，镇（开发区）领导成员５人，政府直属事业单

位１人，市属国有企业单位１人，群众团体３人。

市委统战部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举办党外干部培训

班，选调３１名党外干部及后备干部到省社会主义

学院参加培训学习。

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年内，市委统战部持续加

强对行业商会工作的指导，新成立如皋花木盆景商

会、无锡如皋商会、如皋市靖江商会、商品混凝土商

会、建筑业商会东北分会，黄酒、纯净水、家装、太阳

能、建筑业等商会顺利换届。至年底，全市共有市

级行业商会３３家、异地如皋商会７家，基本覆盖全

市主要产业和行业。加强行业商会会长和秘书长

队伍建设，制订《如皋市行业商会２０１２年考核考评

意见》和《秘书长考核意见》，开展“活力商会、实力

商会、魅力商会”建设竞赛活动。加强银商企合作

平台建设，民生银行授信花木盆景商会人民币１亿

元，市邮政储蓄银行为中小会员企业新增贷款

４０００万元。加强行业商会教育培训，百货、综合、

红木、服装、供销、糕点等商会深化与华东理工大

学、上海政法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教育培训合作。６

月１日，市工商联与上海政法学院共建教学实践基

地揭牌。南京林业大学在红木商会设立大学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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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基地。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华东理工大学ＥＭ

ＢＡ如皋班开班。加强行业商会的党建工作，新建

商会党组织１０个，全市商会累计建立党组织２３

个，覆盖率７０％。

海外联谊工作　年内，市委统战部健全港澳代

表人士信息库，协助香港如皋同乡会完成换届筹备

工作，多次派员前往深圳、香港与如皋同乡会会员

开展联谊活动。先后邀请丁重、李焕庭、黄金红到

如皋探访，推荐李焕庭担任南通市政协委员。引进

一名加拿大籍华人与市开发区一家公司开展产学

研合作，一期工程投资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并正式投

产运行。帮助一侨资企业引进博士１名和省“双

创”人才１名。

【“凝心聚力奔现代化”主题活动暨法律服务“双航

行动”】　４月１４日，市委统战部、市司法局联合举

行“凝心聚力奔现代化”主题活动暨法律服务“双航

行动”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挂钩结对服务律

师和非公经济人士签订挂钩结对服务协议。年内，

活动在全市广泛深入开展。

“凝心聚力奔现代化”主题活动包括实施“智

库”、“暖心”、“惠商”、“金桥”和“同心”五大工程。

法律服务“双航行动”包括建“五大平台”，实施“派

驻式”、“走访式”、“对接式”、“提醒式”和“拓展式”

服务。

【南通市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会议在如皋召开】

　７月２６日，南通市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会议

在如皋市行政中心第五会议室召开。南通市政协

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殷雄，如皋市委副书记司

祝建出席会议。

（赵本良）

政政政　　　法法法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政法系统现有干部职工１３６９人，其

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１３１９人，占９６．３％。２０１２年，

全市社会公共安全感达９６．５％，列南通市第一，居

全省前列。如皋市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法治建设

示范县（市、区）和平安县（市、区），被南通市委、市

政府表彰为南通市社会管理（长安建设）先进单位。

全市政法系统共获南通市级以上集体荣誉１０３个，

受表彰２０６人。

长安建设　年内，全市累计排查、受理、调处矛

盾纠纷３９００６件，调处成功率９８．７％。市政法系

统着力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成治安智能防控

指挥系统平台，推进技防监控全闭合工程，全市安

装技防视频探头３２７２个，通过技防抓获犯罪嫌疑

人７２０名，破获案件１３０５起。严格落实交通、消

防、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成功捣毁提炼

成品食品油和加工制售死猪肉的黑窝点２个，逮捕

犯罪嫌疑人６名。开展安全镇评比、安全生产进社

区、“清剿火患”等活动，全市未发生一起重特大伤

亡事故。加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累计删除网上有

害信息９０８０条，破获涉网刑事案件２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６８人。深化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制订出

台《外来人员居住证实施细则》，发放居住证４５５６０

本。强化特殊人群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开发“刑罚

执行矫务通”信息化监管平台，创新建立启航之家

ＡＲＣ快捷安置通道，建立安置帮教服务管理基地

２１个。建立空巢老人援助中心，创新推出覆盖全

市的“呼救通”老年援助中心系统，免费为空巢、孤

寡、独居等老人提供即时紧急救助服务。强化基层

基础建设，培育示范点３２个。

法治建设　年内，全市无一件重大决策事项和

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相悖，规范性文件报备率

达１００％，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１００％。建立

执行联动机制，全年执结案件２２３７件，实际执结率

９２．７１％，执行标的到位率９８．１７％。全面实施“六

五”普法规划，镇级法治文化阵地启动建设率达

１００％，村级法治文化阵地筹建率达４０％，安定法

治文化广场被命名为首批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

点和南通市第二批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建成国

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１个，省级５５个，南通级２４８

个。进一步深化述法考评机制，相关工作案例代表

江苏参加上海市第三届城市治理论坛，获评优秀案

例。建成公民法治驿站３５８个，验收通过９４个，标

准化运行率７０％。深化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制

发“普法邮品”１５期１５万余份。启动“普法盐路家

家通”工程，建成普法盐店８家。６月，南通市法治

文化建设现场会在如皋召开。

队伍建设　年内，市政法委组织开展执法监督

巡视４次，聘请政法系统执法监督员３７名，政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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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内外部监督进一步加强。深入开展政法系统“忠

诚、为民、公正、廉洁”教育实践活动，政法队伍整体

素质进一步提高。组织开展第四届“十佳”和谐卫

士评选活动。

（尤　勇）

农农农业业业农农农村村村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村（居）３３２个，农业人口１２２．０１

万人。２０１２年，全市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１５３３．５７

亿元（农经统计口径，下同），同比增长１１％。实现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６４６８元，同比增长１６．５％。在

南通市委、市政府农业农村工作考评中，如皋市获

综合一等奖。市政府获南通市扶贫开发与结对帮

扶工作先进单位、财政投入农业先进单位称号。市

委农工办被评为省农经农业系统工作效能考评先

进单位、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

进集体，被评为南通市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先进

单位。。

农业产业化经营　年内，全市现有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７７家，其中国家级１家、省级９

家、南通市级２２家。江苏长寿集团被评为省级农

业龙头企业“五个一”（创建一个基地、致富一方农

民、振兴一个产业、对接一个农民合作组织、打造一

个优势品牌）示范创建活动先进企业，玉兔集团、新

丝路公司和光远公司被评为南通市农业龙头企业

“五个一”创建先进单位。全市完成规模农业项目

投资４３．４亿元。工商登记合作组织１０９５个、合作

联社１９家，入社农户３６万多户。如皋市寿丰稻米

专业合作社被评为江苏省３０家和全国首批６００家

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之一，如皋市金诚肉鸽专业合

作社成为全国肉鸽协会副会长单位，如皋市卉森花

木和如皋市花凤禽业等５家合作示范社受到省表

彰。何庄社区股份合作社、如皋菜农地股份合作

社、苏合销售联社和万福禽业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南

通市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先进单位。高明镇周

庄社区和桃园镇夏庄社区获省首批“一村一品”示

范社区。１月，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参加省产品展销。３月，市委农工办下发《关于

开展农业龙头企业进行质量提升年活动的意见》。

４月，玉兔集团和光远果蔬两家企业总经理被评为

省第五届创业之星。６月，江苏长寿集团、花木大

世界等４家企业获省项目资金４００万元。８月３０

日，市委召开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工作会议。

９月，市光远果蔬等５家合作社通过南通市档案管

理示范社验收。１０月，全市一批示范社和合作社

辅导员及理事长受省表彰。１１月，组团参加南通

在潍坊的项目农业招商。

农村负担监督管理　年内，市委农工办以“一

事一议”筹资筹劳为重点，加强农村负担监督管理，

筹资筹劳审批总量５０８８万元，同比减少１４６．２６万

元。全市２９８个行政村（居）筹资筹劳全面履行民

主讨论程序，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率和专用票据使

用率均达１００％。村内“一事一议”资金使用全面

实行项目化管理，累计实施项目１０９６个，累计使用

资金５０１７．１１万元。全市１９个镇１０６个村１２５个

水泥道路建设项目享受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获

奖补资金２７１９万元（含２０１１年度省奖补工作二等

奖奖励资金１２０万元），建成水泥道路１６９公里。３

月、１２月，全市各镇全面审计村级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筹集使用情况。４月，市

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度农民负担监督

管理工作的意见》。７～９月，市委农工办组织涉村

负担专项清理整顿活动，并通报清理情况。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年内，全市累计流转土地

４．４０６万公顷。至年底，全市３３０个土地股份合作

社中，２９６家办理工商登记，登记成员１６４９９１个。

择优申报省扶持农地股份合作社２１个，补助土地

入股面积８１９．６１公顷，补助资金１０１．５万元；补助

３３．３３公顷以上规模流转村１０个，流转土地

６０９．４７公顷，补助资金６２．１５万元，受益农户３２６２

户。１～３月，市委农工办完成农地合作社名录编

制工作，农地合作社名录进入省名录库。

政策性农业保险　年内，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总收入４１５８．４７万元，其中农户承担保费

１３１７．６４万元。总保费中：种植业保费３０１５．９３万

元，占７２．５％；生猪保费３１７．０３万元，占７．６％；设

施大棚保费１７８．２５万元，占４．３％；养蚕保费

４５４．７６万元，占１０．９％；农机具保费１９２．５万元，

占４．７％。全市４５４４８．７公顷小麦、１１０９０．２公顷

油菜、４６７６４．８公顷水稻投保率达１００％，全年受灾

面积分别为１４７２７．６７公顷、６５．５９公顷、１２４０．７４

公顷，理赔金额分别为２６８９．９８万元、１３．５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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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６万元。全市能繁母猪续保５２８３８头，死亡

１２７５头，理赔１０７．９８万元，占保费的３４％。设施

大棚参保面积６００．１３公顷，理赔６．０８万元，占保

费的３．４％。中、晚秋蚕参保２２．７４万张，理赔

９６．６７万元，占保费的５０．６％。

被征地农民保障　全市现有被征地农民进保

８００２２人，其中年内新增进保２２３７２人。全面完成

全市８５８７个组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两个数据库建库工作，数据资料档案管理和电

子化管理逐步正轨。统一上调被征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第四年龄段人员（男性６０周岁以上，

女性５５周岁以上）养老金标准由每月３００元调至

３３０元。出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与新农保、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重复享受待遇的规定，提高失

地农民保障水平。

农村财务管理　年内，全市拥有完成村级集体

收入２０万～５０万元的村２０６个，５０万元以上的村

１２６个。全面建成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网络化监

管平台，实现“三资”管理主要业务网上办理。村财

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制度进一步完善，全年累计

组织审计村（社区）１１５个。全市有１４个镇的４４

个经济薄弱村列入南通市重点扶持对象。全市累

计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２６家，其中工商登记１８

家。建立新债申报制度，村级债务总额同比下降

５％。推行新型合作组织建账核算，建账面达８０％

以上。４月，市农办与市监察局联合开展一季度财

务公开专项检查，推动“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年”

创建活动。９月１５～１８日，举办村会计、村账镇管

代理记账员、镇合作社辅导员及部分合作社会计业

务培训班。

农村扶贫　年内，全市继续深入开展“双联双

助”活动，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

制度有效衔接，基本实现新一轮建档立卡低收入农

户应保尽保、应帮尽帮。全市７７个市级机关部门、

３８３个镇属单位与村（社区）结对，５２２５名党员干部

与６３９５户低收入农户结对帮扶，直接出资或协调

资金累计达３８９６万元，受益农户８２００多户。帮助

培训转移劳力１４３６人，新建或扩建高效种养园区

１２０个，引进在外能人回乡创业１４２个，资助贫困

学生１６８５人，被帮扶农户年人均增收５００元以上。

１月，召开“双联双助”动员大会，抽调１００名市级

机关年轻干部到村挂职锻炼，组建“双联双助”工作

督导组。各帮扶单位进村入户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并因户制宜，制订“一户一策”帮扶计划。

２月，出台《２０１２年市级机关“双联双助”积分申报

办法》，进一步明确“双联双助”考核标准、考核要求

和考核时点。５月，对年人均纯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下

的２５３４０户、５６１４８人进行新一轮建档立卡，锁定

帮扶对象。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十二五”期间

组织实施农村扶贫开发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２〕３３

号）。７月，在“七一”表彰大会上公布“双联双助”

年中考核结果。１１月，对新一轮建档立卡数据进

行年度资料更新，建档立卡时人均纯收入低于

５０００元农户中，有７０８７户，１３８８３人脱贫，分别占

建档立卡总农户的２７．９％和４５．１％。１２月，市

委、市政府表彰“双联双助”工作３０个先进集体、３０

人先进个人。

农村改革试验　年内，如皋市被列为江苏省农

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以“土地征使用制度改革、构

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为改革试验主题。在洋

港村、营西村实施村庄土地整理试点，新增建设用

地４．３３公顷。在全市全面展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登记发证试点，累计发证８８９０本，完成率

９６．４％。在白蒲、磨头、搬经３镇的４个村实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共涉及村民组

１０１个、农户３９２９户，承包土地８５０．６７公顷，至年

底，登记工作全面结束并全面完成地块图集绘制和

资料归档。在经济开发区（柴湾镇），结合实施万顷

良田工程，实施宅基地退出机制试点，按照“依法自

愿、合理补偿、统一管理、用途管制”原则，对自愿退

出宅基地的农户，办理宅基地退出手续，给予合理

补偿。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试点，主要是建立社

区股份合作组织，将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明确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增值收益归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制订《章程》，严格分配程序。

（王志斌）

台台台　　　湾湾湾　　　事事事　　　务务务

【概况】　全市现有如皋籍在台人员１万余人（含如

皋解放前去台人员１９４１人及其二、三代子孙辈）、

常住如皋台胞７７人。２０１２年，全市接待台胞２０３

人次，其中到如皋探亲访友１８人次、经商考察１８５

·４４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人次。全市因私、因公赴台１３７１人次，其中旅游、

探亲１３００人次，应邀赴台７１人次。

对台经济　年内，全市新批台资项目２２个（其

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１５个），总投资３．７９亿美元，

注册台资３．４亿美元，增资７０万美元，到账台资

４６８４万美元。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组织在全市开展

“三大、三送”（大走访、大调研、大宣传，送政策、送

服务、送温暖）活动，为３０多家台资企业发放政策

宣传资料４０余套，解决台商、台胞、台属投诉咨询

３８件，办结率１００％。３月，市博爱医院为台商医

疗保健开辟绿色通道。５月，长青沙海峡两岸经贸

交流服务基地获省台办批复同意。

交流交往　年内，全市共组团赴台招商考察５

批次，应邀参加卫生、审计等交流研讨２次，赴台进

行商务洽谈陆资企业２家，市台胞接待站窗口累计

接待台胞、台属来访５６人次，帮助３人寻找在台亲

人。３月，李昌钰夫妇到如皋考察，在市公安局讲

学，向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捐赠连战、克林顿亲

笔信等珍贵资料，并题词“回家真好”。４月，市相

关部门组队赴台湾参加转型升级培训班。５月，市

委主要领导率团赴台湾参加第二届“台湾江苏周”

活动。台湾《远见》杂志社副主编邱莉燕到如皋专

题采访长寿现象。１１月，第十届海峡两岸中华传

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如皋召开，台湾海峡两岸

民意代表交流基金会董事长饶颖奇，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驻会副会长李炳才及海峡两岸、香港地区的近

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市高新区承办２０１２中

国·如皋海峡两岸城市智能化高峰论坛，台湾神通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果芸、台湾神通科技

集团资深副总裁钟克雄、台湾悠游云智慧旅游公司

总经理彭曼清等５位专家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智

能改变城市”主题发表演讲。台湾农产品流通经纪

人协会理事长林瑞民率台湾商界人士考察团到如

皋考察。

对台宣传　年内，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召开台商

座谈会４次，先后举办台商迎春酒会、台商台胞台

属中秋联谊会、台谊会尾牙迎春活动。累计在新华

网、中国时报网等媒体发表各类宣传文章１９１篇

次。５月，邀请台湾《远见》杂志社到如皋采风，在

台湾岛内宣传如皋。１１月，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新华日报》、中国台湾新闻网等海峡两岸及香

港地区２０多家主流媒体，专题采访报道第十届海

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第六次台胞、台属代表大会】　２月２６日，如皋市

第六次台胞台属代表大会在如城召开。会议选举

产生由３０人组成的市台谊会第六届理事会，陈建

国连任会长，陈卫华被聘为名誉会长，吴琼被聘为

顾问，潘金国被聘为秘书长。

【南通台协如皋联络委第二届会员大会】　９月１８

日，南通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如皋市联络委员

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会上，经２４家会员单位

选举产生１２人组成的联络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

汤鸿光连任专任委员，吴国章任常务副主任委员，

郭小平被聘为秘书，陈建良、蔡文堂被聘为特邀

顾问。

（潘金国）

老老老 干干干 部部部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离休干部６１７人，其中行政机关

离休干部１９５人，事业单位离休干部２３１人，企业

单位离休干部１９１人。离休干部中，７０～７９岁３６

人，８０岁以上５８１人。全市现有退休干部１００３８

人。市委老干部局现有在职干部职工１２人，下属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现有在职人员５人。２０１２年，

市委老干部局在南通市老干部工作综合考核中名

列第一，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老干部工作先

进集体。被南通市委组织部、宣传部、老干部局等

五部门联合表彰为“夕阳映江海、晚霞更生辉”主题

实践活动先进集体，“文化养老”工程体系和发挥涉

老团体作用两个项目获南通市老干部工作创新创

优成果奖。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被评为南通市示范

性老干部活动学习阵地先进单位。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年内，市委老干部局坚

持每季度组织一次四套班子老领导和地市级离休

干部参加的调研活动，收集整理调研成果，编辑印

发《老干部工作情况》４期，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决

策参考。坚持每季度组织在城离退休干部集中听

报告１次，各镇每半年组织离退休干部通报情况和

学习活动１次。春节和夏季高温期间，市委、市政

府领导分别带队逐个登门慰问市四套班子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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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享受地市级待遇的老干部，各镇（区）、各主管部

门组织慰问企业离休干部。继续组织全市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推进学习型离退休

干部党组织建设。开展离退休干部党员与大学生

村官“手牵手”活动，省委老干部局专程组织到如皋

调研，对如皋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

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　年内，市委老干部局结

合开展离退休制度建立３０周年纪念活动，开展生

活待遇“回头看”活动。深化“１＋４”高龄养护模式，

开展“以老助老，关爱高龄”活动。推动等级医院恢

复建立老干部病区，配合医保部门加强医药费使用

监管，巩固和完善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机制。建立

异地安置离休干部分区联系制度。

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年内，市委老干部局推进

利用社区资源服务老干部示范社区创建，建成市级

服务老干部示范社区４３个，南通市级示范社区２

个，长江镇春桃社区被授予“省级示范点”。做好利

用涉老团体参与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组织老

干部学习培训２次。

老干部活动　年内，市委老干部局推进老干部

“文化养老”工程体系建设。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迁

建工程按序时进度推进，全市１９个镇（区）老干部

活动中心（室）达Ⅰ星级标准，４３个社区活动点通

过验收。组织开展“诗书画影抒情怀，喜迎党的十

八大”活动。成立以老干部为主体的如皋市诗词楹

联学会。

（李嘉萍）

机机机关关关党党党建建建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市级机关党工委辖党总支１７个，直属党

支部４８个，党总支下属支部９８个，共有党员２８７５

人。２０１２年，机关党建工作以“基层组织建设年”

活动为契机，以提升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为主线，以

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勤廉型“四型机关”建设为

重点，全面推进机关党的建设。

思想建设　年内，市级机关党工委先后组织市

级机关党组织开展“共享读书快乐、共建美好如

皋”、“传承雷锋精神，共建爱心城市”等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评出星级学习型党组织４５个。３月，与市

委组织部联合举办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主题演讲

比赛。５月，组织“共享读书快乐、共建美好如皋”

主题征文评选活动。６月，在市法院召开“道德讲

堂”现场推进会。９月，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活

动。１０月，举办学习型机关建设论坛。

组织建设　年内，市级机关党工委全面推进机

关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２５个机关党组织通过

公推直选完成换届。市级机关累计发展新党员５２

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５４名。评选表彰市级机关

先进党组织４２个、优秀共产党员２６９名、优秀党务

工作者２９名，１２个主题活动被立为创新创优工程

项目。

作风和廉政建设　年内，市级机关继续以机关

党组织和市纪委未派驻、派出纪检监察组织部门的

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

月、“５·１０”思廉日和“１２·９”国际反腐败日等，开

展读书思廉、警示教育、党史教育、廉政党课等活

动。１月，市级机关党工委组织开展市级机关服务

基层情况测评。８～１０月，牵头组织机关作风明察

暗访，对察访出的问题公开曝光。１１月，对市农发

局开展业内监督检查。１２月，组织对南通市级机

关作风评议。

机关文化建设　年内，市级机关党工委继续以

精神、管理、廉政、法治、团队、环境六大文化建设为

重点，推进机关文化建设。５月，举办２０１２年市级

机关第九套广播体操会操、评比活动。７月，举办

市镇机关“今世缘·国缘”杯乒乓球单打比赛。８

月，举办市级机关“同心”杯象棋团体比赛。１１月，

举办“体彩杯”市级机关第九届运动会综合项目

比赛。

【启动“四型”机关创建】　２月，市级机关党工委下

发《关于开展创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和勤廉型

机关的意见》（皋委机〔２０１２〕２号），决定从２０１２年

起，持续推进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勤廉型“四型

机关”建设，明确“星级学习型党组织”、“机关党建

创新项目评比”、“深化服务品牌创建”等系列推进

载体。每季召开推进会，１０月１２日举办学习型机

关建设论坛，年底评比表彰星级学习型组织和创新

项目。

【市镇机关首次“双十佳”公仆评选】　１１～１２月，

根据《关于评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市镇机关“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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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公仆的通知》（皋委办〔２０１２〕２５号）精神，市级

机关党工委组织市级机关第九届“十佳”公仆和镇

机关第一届“十佳”公仆评选活动。经民主推荐、听

取群众意见、组织初评、审核公示、公众评选和市委

常委会票决等环节，卞均锋、王友进、石留权、周太

荣等１０人当选市级机关第九届“十佳公仆”，丛明

昌、刘加峰、佘德华、郝晓东等１０人当选镇机关第

一届“十佳公仆”，并在２０１２年度全市总结表彰大

会上予以表彰。

（胡一峰）

机机机构构构编编编制制制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市级机关部门５２个、事

业单位４５９家，其中市属事业单位３５４个、镇属事

业单位１０５个。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３月，省经济发达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在长江镇召开。４

月，市编委下发《关于印发长江镇内设机构主要职

责和人员编制的通知》（皋编〔２０１２〕４９号），调整优

化机构设置，完成机关定员定岗。如皋市先后在省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经

济发达镇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会上作经验交流。７

月，省编办在如皋市召开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专题研讨会。

事业单位改革　年内，市编办积极推进如皋市

人民医院试点改革，实行管办分离，探索建立事业

单位法人治理结构。２月，按照摸清底数、夯实基

础、优化结构、精简效能的要求，全面完成事业单位

规范清理工作。

机构编制管理和监督检查　年内，市编办受理

镇、部门有关机构编制事宜请示１２３份，全部办结。

结合“三责联审”对市科技局、九华镇等１９家单位

２５名科级领导干部实施机构编制责任审核。５月，

启动全市机构编制核查工作，至年底，全面完成单

位自查、现场核查、统计汇总、档案整理等工作任

务，通过南通市编办评估验收。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年内，市编办按照《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办理事业单位年检３９１

家、设立登记７家、变更登记５０家、注销登记２５家。

（郁　梅）

保保保　　　密密密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委办（机要保密局）按照“保

密、及时、准确、畅通”的工作要求，加强机要通信和

保密工作，全市均未发生失泄密事件。

宣传教育　年内，市机要保密局继续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宣传教育活动。６月、

９月，在党校举办保密教育培训２期，对保密专

兼职干部和重点涉密人员进行法规教育和保密知

识培训。

督促检查　年内，市机要保密局组织开展保密

要害部门和保密要害部位检查，与保密单位签订责

任书。５月，与市公安局、市招生办公室联合检查、

整治全国统一考试保密环境，确保年度内各类国家

统一考试顺利进行。

技术防范　年内，市机要保密局加强对全市涉

密计算机的管理，每天开机上网使用互联网搜索工

具对上网信息进行搜索，监测局域网内是否有涉密

信息上网，建立健全上网信息保密审查制度，执行

《涉密笔记本电脑和移动存储介质安全保密规定》，

加强全市涉密磁介质载体的管理。严格坚持涉密

重大会议场所配备手机干扰器，在年度内召开的重

要会议上，为会议提供手机干扰服务２６台次。５

月，对市级党政机关涉密计算机和计算机局域网进

行清理检查登记，要求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整改，

并要求各部门落实涉密计算机分管领导和操作

人员。

史史史　　　志志志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市地方志工作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现有工作人员９人，另聘用修志人

员３人。２０１２年，市委被表彰为南通市党史工作

先进集体。

史志资料征集、编研　年内，市委党史办结合

《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编写和《如皋人民革命

斗争史》修订，组织人员走访老领导、老革命、老功

臣３６人，走访市外档案馆、资料馆、文献馆１０余

家，查阅档案资料１２２卷。赴江西走访、慰问如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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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新四军老战士８人，形成走访笔记５万余字。挖

掘、整理全市５６处重要革命遗址遗迹的党史教育

资源，完成画册《红色印记———如皋市革命遗址遗

迹》文字编写、图片收集、美术设计，进入送审阶段。

按照篇章结构科学严谨、记述党史全面准确、党性

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要求，做好《中共如皋地方史

（第二卷）》初稿的总纂、修改完善、征求意见、送审、

出版工作。对《如皋市志》初稿进行集中总纂，组织

力量考证部分存疑史料。完成南通年鉴、江苏年鉴

如皋部分供稿任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修订、完

善《如皋年鉴（２０１２）》编目框架，落实征、编、校、审

制度，严把政治关、史实关和保密关，按序时进度编

纂出版《如皋年鉴（２０１２）》。会同市委组织部完成

《如皋组工年鉴》编辑工作。完成《石庄镇志》、《白

蒲镇志》、《如皋卫生志》审核，进入出版程序。累计

在南通市级以上专业书刊发表研讨文章和宣传如

皋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的文章１１篇（次），近６万

字。２月１０日，召开年鉴撰稿人员培训会议，全市

１２３名年鉴撰稿人参加培训。７月，第六届全国年

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结果揭晓，《如皋年鉴（２０１１）》

在全国不分级年鉴编校质量评比中获三等奖，是南

通地区唯一获此项奖励的年鉴。９月，《如皋年鉴

（２０１２）》正式出版发行，比去年提前１个月。１０

月，《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出版发行。１２月

１７日，市委举行《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首发

仪式。

史志资料宣传、利用　年内，市委党史办在清

明节前夕、七一前后、“爱国主义教育月”活动期间，

先后为机关党员干部、在校学生、企业职工、入党积

极分子等作党史专题讲座１９场次，听众近２万人。

启动如皋史志网重建工作，至年底，完成网站页面

设计。会同民政部门完成吴庄烈士陵园纪念厅布

展，展览分四部分，展出图片２５３幅。先后完成民

三三烈士纪念塔、镇涛游击队纪念碑、高明庄战斗

遗址纪念碑重建工作。１月，完成水绘园中山亭内

沈卓吾生平事迹图片展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展，

收集、展出图片７２幅，说明文字６０００余字。７月１

日，中共如皋县委诞生地纪念墙揭幕。

【中共如皋县委诞生地纪念墙揭幕】　７月１日，市

委举行中共如皋县委诞生地纪念墙揭幕仪式，市四

套班子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老领导，市委办、市委

党史办、市档案局、市住建局主要负责人，市级机关

各部门分管党建工作负责人、各镇（区）党委宣传委

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出席仪式。市领导姜

永华、谢新民、李中林、石耀、司祝建、胡拥军、张元

健、缪爱诚、刘聪泉，老领导浦文海等为纪念墙

揭幕。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共如皋县委在福成庵成立，是

江苏最早成立的８个县委之一。

中共如皋县委诞生地纪念墙位于如城镇安定

广场西南隅外城河边，距福成庵原址约１００米。整

座纪念墙以红旗、火炬为设计元素，连续展开的红

旗象征革命精神世代传承，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如

皋人民在如皋县（市）委指引下阔步前进、继往开

来。纪念墙长１９．２７米，寓意如皋县委１９２７年成

立；平均高度３．８米，寓意如皋县委是江苏最早成

立的８个县委之一；基座高０．７米，寓意如皋县委

成立于７月份。连续展开的红旗上，通过５块紫铜

浮雕，简要介绍中共如皋县委成立过程和县委成立

初期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历程。纪

念墙成为如皋市又一重要党史纪念设施和革命传

统教育阵地。

中共如皋县委诞生地纪念墙揭幕仪式

【《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出版发行】　１０月，

《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

版发行。全书分五章，２４万字，真实记录了如皋地

方党组织从１９４９年１月如皋解放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年间，中共如皋县委

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

在党的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系统总结

如皋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

践的经验、教训。该著作是一部如皋各级党组织巩

·８４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固地方政权、加强基层建设的执政史，也是一部中

共如皋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探索史，更是一部党领导如皋人民艰苦奋斗、

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取得新业绩的创业史。

《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二卷）》是如皋党史研究

的重要成果，为全市进一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提供了一部系统、真实、生动的历史教材，为各级党

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姜小燕）

党党党政政政干干干部部部教教教育育育培培培训训训

【概况】　市委党校现有在职教职员工４４人，专业

技术人员３３名，其中高级讲师８人、讲师１５人、助

理讲师１０人。拥有教学电脑３０台、办公电脑３２

台、中央党校远程教学网站Ｃ级站１座，全面实现

教学和办公手段现代化。２０１２年，被江苏省委组

织部、江苏省委党校表彰为优秀县级党校，被南通

市委宣传部评为全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主体班次教学　年内，市委党校承办、联办各

类培训班２１期，培训２２００多人。围绕十七届六中

全会、喜迎十八大教育、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十八大

精神等专题，开展送教上门、送教下乡，组建讲师团

开展宣讲活动１００多场次。２月，承办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３期，重点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培训９３２人

次。３月，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联办公务员

职业道德师资培训班，培训１００人次。４月，与市

委组织部联办组工干部业务培训班，培训组工干部

１１５人次。５月，与市妇联联办妇女干部培训班，培

训妇女干部５２人次。７月，承办高层次党政后备

人才培训班１期，培训５０人次。承办大学生村官

培训班１期，培训１０８人次。８月，承办初任公务

员培训班，培训１２９人次。９月，与市委组织部联

办新疆到如皋大学生入职培训班，培训６５人次。

１０月，与市文广集团联办文广集团培训班，培训

５５７人次。１１月，与市委组织部联办新任公务员道

德建设专题培训班，培训１２８人次。与市委组织部

联办“千名年轻公务员实践计划”首期能力提升班，

培训５２人次。

外训班次教学　年内，市委党校继续与南通党

校合作实施“流动课堂”新模式，共承办省、南通市

党校１４个班次现场教学任务，培训５５４人次。

函授班次教学　年内，市委党校现有在校医学

类函授教学班６个、全日制中专班２个、党政类研

究生函授班１个，在籍学员４６２名。毕业４个班

（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１００人。

教研与科研　年内，市委党校教员累计发表科

研论文７０篇，其中国家级２篇、省部级１６篇。围

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组建课题调研小组１０

个，开展专题社会调查，形成调研报告２０份，并汇

编成册，为市委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

支持。编印《时文荐读》、《建言献策》和《党校视

角》，供领导者和企业经理参考。

（何玉茹）

·９４１·中共如皋市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