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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软件园升级为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Ｐ２０７

●红十四军纪念馆获批国家ＡＡＡＡ级风景区　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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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２１８．９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７．１％。

完成规模以上服务业投入１０２．０４亿元，同比增长

３５％。实现服务业税收３０．５２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２２％，其中地税收入２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７％。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２８．４３亿元，同

比增长１６．１％。实现市场成交额２８１亿元，同比

增长２５．４％。全市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

１００家，新增重点服务业企业７１家。地方财税贡

献份额、现代服务业占比、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同

比均有显著增长，所有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初

制订的目标任务。

项目投入　年内，全市服务业投入沿着量质并

举的格局快速推进。全市共实施服务业规模项目

２７２个，其中经营性项目１６７个、亿元以上经营性

项目７３个。１０个南通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入

３９．５６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９．０４％。２９个

如皋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入２９．２８亿元。完成旅

游项目投入３２．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５．８％。编制

完善《如皋服务业招商指南》、《如皋港现代物流招

商指南》，全方位推介如皋市区位、交通、产业、港口

及配套服务等优势，先后在苏州举办服务业专题招

商会、在武汉举办如皋港现代物流招商推介暨新闻

发布会。成功引进中央国际广场、红星美凯龙、五

矿集团、中远物流、鑫鼎鑫、中锐集团、博辕信息、武

汉亚邦等重大项目，以及顾庄生态园游乐场、盆景

文化园、特色商业街区等旅游项目，如皋港现代物

流园新增注册公司３６家。

软件信息服务外包　年内，如皋软件园拥有软

件信息服务外包企业１５４家，其中新引进企业４９

家、新增南通市服务外包认证企业２６家。累计实

现服务外包执行额６．６亿元，位居南通首位。全市

６家企业进入南通市服务外包２０强。形成以厦门

巨龙、上海晟峰、南京保旺达、先锋科技等为代表的

软件研发产业板块。电子商务以如皋软件园为先

导，规划建设电子商务园区，吸引以一亿贵金属为

典型的一批电子商务销售企业，完成销售额９亿

元。以如皋港物流园区为重点，“公路港”、煤炭、石

油化学品、大宗商品等电子信息交易平台开始

建设。

现代商贸　随着如皋城市品位和区域竞争力

提升，吸引了众多中外著名商家入驻。文峰、苏宁、

大润发、五星电器、肯德基、乐天玛特等１０多家知

名商贸相继落户如皋，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如皋

店２０１２年４月成功开业，成为长江以北第一个县

级市门店。国际连锁品牌必胜客、幸福蓝海影院、

声屏影院、星美国际影城等服务新业态纷纷出现，

金陵金鼎、永林国际等一批星级酒店先后建成投

运，提升了如皋的城市品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

超市、为农服务店、社区购物中心纷纷建成；遍布全

市城乡１００多家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和农贸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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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造提升，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本市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同时也辐射到邻近

地区。江苏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无锡锡州农

商银行、包商银行、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落户如皋，

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各类现代金融服务产品

不断创新，金融市场兴旺繁荣，形成了银企互利共

赢的良好格局。

集聚区建设　年内，全市服务业集聚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被南通市政府命名的服务业集聚区如皋

软件外包产业园、如皋港现代物流园、如皋花木大

世界、科技创业园、长寿文化产业集聚区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１４０．３５亿元、税收５．７４亿元，入驻企业

累计达５９０家，就业人数累计达１２３９９人，个体经

营户累计达１３３５个。新增下原医疗器械产业园为

重点培育型集聚区。认定如皋市服务业集聚区

４家。

市场建设　年内，全市市场建设质态不断提

升，集聚效应、扩张效应及特色效应显著增强，年成

交额超亿元的市场由２００９年１２家增加到２０家。

城市服务功能建设　年内，全市累计完成城市

建设投入１０３亿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投入３０亿

元，一批社会事业工程加快建设，新兴市场、商贸中

心、星级宾馆及基础工程的建设不断完善了城市配

套功能，成为城市新的亮丽风景线。

【如皋软件园升级为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６

月２９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如皋软件园

升级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闾传汶　黄　璜）

商商商　　　品品品　　　零零零　　　售售售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８．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其中：批发零售业

营业收入２０９．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住宿餐

饮业营业收入１８．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８％。

年内，全市建成“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

１６家并通过验收，镇覆盖率达１００％，村覆盖率达

９５％。江苏益昌集团公司控股的６家如皋汽车４Ｓ

店，年营业收入累计达１３．１７亿元，累计上缴税金

８７６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６５％和７．４％。全市逐步

形成文峰大世界、大润发超市一主一次北南两个商

业中心，提升了城市品位和区域竞争力。如皋文峰

大世界实现年销售收入近４．８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０８％。

【沃尔玛如皋店开业】　４月２６日，世界零售业巨

头沃尔玛在如皋设立的门店盛大开业，成为沃尔玛

在长江以北的第一个县级市门店。至年底，实现销

售收入４０００多万元。

（毛海霞）

现现现 代代代 物物物 流流流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拥有物流企业超１００家，１３

家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主营收入达２７．７６亿元，同比

增长７０．０８％。

年内，南通九州大件成为江苏省重点物流企

业，融达再生资源和远航运输、南通九州大件通过

国家４Ａ级、３Ａ级重点物流企业现场评审，如动快

运成为南通市为数不多的甩挂物流企业。市政府

出台的关于促进涉港物流仓储加工企业发展的政

策意见，促进仓储企业由接卸型向贸易型、由仓储

型向港工贸一体化转变。港口物流园区项目建设

不断加快，配套功能不断提升。“一关三检”口岸单

位全面进驻，保税仓库、监管仓库通过海关初验，实

现封关运营。集装箱港口作业区、件杂货港口作业

区、保税物流中心、仓储加工中心、循环经济物流加

工中心、货运物流中心、港口物流中心、园区服务便

利中心和物流总部基地等“二区六中心一基地”建

设全面加快，港口物流基地初具规模，不断做大做

强，全年实现港口贸易额１５１．５亿元，港口吞吐量

４２００万吨，海关关税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７．５４％。

（闾传汶　黄　璜）

农农农　　　资资资　　　供供供　　　销销销

【概况】　市供销总社现有机关工作人员２３名。

２０１２年，被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表彰为２０１２年度

创新创优优胜单位、“新网工程”建设优胜单位、农

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优胜单位，获南通市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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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综合业绩考评特等奖、“新网工程”建设优胜单

位、基层社“三位一体”建设优胜单位、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设优胜单位、创新创优优胜单位、品牌建设

优胜单位称号，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机关。

“新网工程”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加大“新

网工程”项目建设力度，新增合作项目５个，总投资

达４７００万元。组织指导品德超市物流有限公司和

仁宗食品有限公司申报日用品物流中心和农产品

收购站点“新网工程”以奖代补项目。全市建有农

资龙头企业３家，配送中心４个，连锁配送率达

７８％。新建市级农资经营示范店１３家、省级农资

经营示范店２家，农资经营示范店累计达５５家，超

额完成南通市农业农村工作综合目标考核任务。

专业合作社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围绕全市

农业六大产业板块，以组建植保、养殖、果蔬等专业

合作社为重点，积极引导、扶持农民经纪人发展专

业生产合作社，先后与镇村联办专业合作社１７家，

其中土地植保合作社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３家、

果蔬 专 业 合 作 社 １１ 家，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１１３．３％。

农副产品购销　年内，市供销总社充分发挥

供销系统的合作优势，积极组织苏皋长寿集团、

仁宗食品、丁香葡萄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参加南通农副产品进上海推介洽谈会和海

峡两岸农产品展示展销会，意向订购额达１．２亿

元。加快建设农产品流通网络，联合投资新建南

通欣晨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科技城农产品配送中心，

当年收购冷藏保鲜农副产品２．６万吨。并依托农

产品配送中心开展 “农超对接”，新增销售６５００

万元，创利税６１０万元。南通欣晨冷冻食品有限

公司被评为２０１２年度如皋市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龙

头企业。

【市供销总社获南通市供销系统创新成果奖】　年

内，市供销总社继续加强为农服务社长效管理，围

绕“管理机制长效化、标识制度规范化、商品经营连

锁化、服务功能多样化、服务质量最优化”目标，由

分管领导带领职能科室相关人员深入镇村实地检

查为农服务社经营管理状况，查漏补缺，提出整改

意见，帮助７５家为农服务社更换破旧的标识标牌，

提升为农服务社硬件水平。在全省供销系统率先

开展培训服务，全年举办为农服务社“两大超市”从

业人员培训班４期，对全市为农服务社“两大超市”

从业人员和农民经纪人５００多人进行日用品连锁

经营、农资连锁经营、农药科学选购和合理使用、农

资经营法律法规、农产品经纪人等方面的针对性培

训，受到广大受训者的欢迎和各级领导的肯定。加

快为农服务社提档升级和省级样板社建设步伐，通

过市场化运作，整合资源，组织、规划、引导为农服

务社经营者加大投入改造力度，提升服务的硬件水

平，累计完成６３家三星级为农服务社复审和１２家

为农服务社提档升级达三星级，全部通过省总社验

收，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创办为农服务社，打

造服务“三农”新平台”获南通市供销系统创新成

果奖。

（孙剑锋）

粮粮粮　　　食食食　　　流流流　　　通通通

【概况】　市粮食局现有公务员２０人，下辖事业单

位１个、工作人员８人。２０１２年，被省粮食局表彰

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先进单位和“十佳”军粮供应

站，被南通市政府表彰为爱国拥军模范单位，被南

通市粮食局表彰为粮油质量监管、军粮供应管理先

进单位。

粮食购销经营　年内，市粮食局组织落实国家

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粮食收购价均价

明显高于去年，粮农收入得到增加。完成购销总量

４９万吨。

粮食市场监管　年内，市粮食局严把粮食收购

资格准入关，核发粮食经营许可证１０６本，核准１

户，办结率达１００％。组织粮食收购经营者业务培

训，参培１１０人均获结业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

储备粮管理　年内，全市地方粮食储备２．４万

吨，其中南通市级５０００吨、本级１９０００吨，实储到

位，完成南通、如皋市政府下达的地方粮食储备

任务。

粮食系统改革　年内，市粮食局继续加大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力度，保留市粮食购销公司、市

粮食储备库（市粮食物流中心与储备库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２家国有企业，部分收纳库由内部职工

承包经营，其他资产宜租则租，宜售则售。

粮库项目建设工程　年内，市粮食局加快构建

·８０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一个中心库、四个骨干库、八个收纳库”的现代粮

食流通仓储体系，开工建设丁堰、张黄港骨干库和

雪岸收纳库。建成九华骨干库和戴庄、奚斜收纳

库，并投入使用。

【粮油检测中心通过国家认可委国家实验室资质认

证复审】　１２月，市粮油检测中心通过国家认可委

专家评审组的考核和现场评审，通过国家实验室资

质认证复审。

（李亚东）

烟烟烟　　　　　　草草草　　　　　　业业业

【概况】　如皋市烟草专卖局（南通市烟草公司如皋

分公司）现有员工１１９人。专卖监督管理科设有稽

查中队３个，配备稽查车辆７辆、摄像机以及先进

通讯设备。客户服务科下设如城、下原、石庄客户

服务部３个，卷烟配送中转站１个，配备卷烟送货

车１７辆。全市现有卷烟零售客户６１５７户。２０１２

年，完成卷烟销售４１９８５箱，实现含税销售额

１０２５７６万元，实现税利总额２２１９４万元，再创历史

新高。在南通市烟草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暨践行“两

个至上”长效机制综合考评中，获全区系统第一。

获江苏省依法行政示范点，如皋市目标责任制绩效

考核先进集体、服务业１０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先

进集体、安全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局党支部

获市级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营销管理　５月，市烟草分公司正式推行公开

服务承诺及统一卷烟零售客户服务标准，有效提高

客户服务质量。６月，对所有标准店店面及货柜逐户

拍照取样，进一步完善标准店数据管理。坚持客户

“自愿参与、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原则，按照“发展

同向、工作同心、服务同步、利益同体”的总体要求，

开展第二阶段功能终端建设活动，实行统一柜台，

统一出样。至年底，全市申报批准加入功能终端５４６

户，其中签约３４６户，柜台等设备全部落实到位３０６

户。９月，启用由江苏烟草统一开发的“卷烟营销工

作平台”和手机移动工作平台，为加强客户经理工

作监督、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提供载体。１０月，全面推

进电话订货、手机订货、电脑订货的“三选一”卷烟

订货模式，全市电子商务订货率达９８．５％。１１月，根

据南通市局（公司）的统一要求，按照“重心下移、着

眼基层、突出服务、加强基础”的基本方针，投资２８

万元，建成下原、胜利两家基层服务站，为“做优服

务、做实监管、做强品牌”提供新平台。

专卖管理　年内，市烟草专卖局累计查获各类

违法案件１９２起，查获各类违法卷烟１２６６２．１条，

案值２０６．８８万元，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４８起，

１００万元以上大案１起，移交工商部门处理１５起，

７名犯罪嫌疑人获刑。获南通市卷烟市场净化标

兵单位称号。

【市烟草专卖局创新举办“安康杯”知识竞赛】　６

月，市烟草专卖局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组织

全局员工开展“安康杯”现场知识竞赛活动。竞赛

活动地点设于市文广传媒集团演播大厅，来自综合

办公室、专卖监督管理科、客户服务科、财务委派室

６个代表队共１８人参加竞赛，市安监局、总工会、

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等１０多家单位领导担任评委。

【破获一起非法经营卷烟大案】　９月１２日，市人

民法院对市烟草专卖局查获的一起卷烟违法案件

作出判决，张某等５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市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

烟违法案件，标值２６５５０元。后经与公安机关联合

调查取证，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实施卷烟违法销

售，涉案金额高达１０２．９７３万元。

【卷烟配送中转站搬迁重建】　１２月８日，市卷烟

配送中转站搬迁重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项目投

资总额９８０万元，占地面积６６９４．１４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３２２７．７平方米。

年内，市卷烟配送中转站服从市政府城建规划

而搬迁建至如城镇大殷村１３组（如城镇东部工业

区兴源大道西侧，昌癉集团新厂区北侧）。

（李　慧）

盐盐盐　　　　　　　　　业业业

【概况】　如皋盐业支公司现有干部职工１９人，全

市现有生产加工及食品加工用盐企业８９０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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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务局现有专兼职盐业行政执法人员１７名。

依法行政　年内市盐务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８０人次，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３２次，与兄弟县

（市）边界市场联合执法检查６次。累计查获各类

盐业违法案件４５起，查处私盐３５７吨（其中截获利

用火车运输私盐３００多吨），没收私盐４．３７吨，罚

没、变价款合计人民币５９８７８．９元。参加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各２次，参加复议、诉讼前调解多次。

检查零售商店、超市、用盐企业、饮食摊点、机关、学

校、企业食堂２６０１家，调查居民灶台２４２９户，检查

各类用盐户、零售户２５１２户。

食盐放心店创建　年内，市盐务局按照省、南

通市放心消费创建办和上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要

求，结合“六五”普法“法律六进”工作方针，将法律

送到最基层、送到农民朋友手中，将食盐放心店扩

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市放心消费创建办、市司法局

和市盐务局联合开展普法盐路———食盐放心店创

建活动。结合如皋实际，普法盐路———食盐放心店

创建活动以如皋地方连锁品牌“品德超市”为基础，

利用其在全市各行政村布点较广泛的优势，对全市

２００多家“品德超市”直营店、加盟店按普法盐

路———食盐放心店要求进行考查，最后确定９９家

“品德超市”为首批普法盐路———食盐放心店，并予

以授牌。至年底，全市共有２４０家商店、超市被授

予普法盐路———食盐放心店。

营销工作　年内，市盐业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各

项食盐专营政策和盐产品质量标准，销售各类盐品

３８９００吨，实现销售收入４９０７万元。根据南通市

公司全面掌控终端网络工作要求，积极推进客户经

理到岗履职工作，完善公司商品管理制度，积极组

织货源调进各类盐品，确保各类盐品市场正常供应

不脱销。通过走访市场，收集信息，改善营销服务

质量，用户满意度达９５％以上。

（马　茹）

旅旅旅　　　　　　游游游　　　　　　业业业

【概况】　全市现有国家ＡＡＡＡ级景区２处、ＡＡＡ

级景区４处、ＡＡ级景区１处，省四星级乡村旅游

点１家、三星级乡村旅游点１家；旅行社１５家，营

业部１４家；国家四星级旅游饭店１家，国家三星级

旅游饭店９家，国家二星级旅游饭店１家，国家银

叶级绿色饭店６家，南通市星级旅游餐馆４家，如

皋市放心宾馆６家、连锁快捷型酒店４家、商务型

酒店４家。２０１２年，全市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５０１．６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６０．２亿元，同比增

长２５．４％。市人民政府被评为南通市２０１１年度

旅游工作先进集体，并获２０１１年南通市旅游项目

建设目标考核三等奖。市旅游系统被评为２０１２年

度如皋市文明行业。市旅游执法监察大队、市旅游

质量监督所、佩尔斯大酒店、东方国际旅行社等１５

家单位被评为如皋市文明单位（窗口）。

组织引导　年初，成立市旅游业发展指挥部。

继续组织开展“旅游项目大投入，建设美好新如皋”

竞赛活动，制订《２０１２年“旅游项目大投入，建设美

好新如皋”竞赛活动细则》及《２０１２年国有景区公

司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等文件，发放竞赛考核奖

金２５．５万元。对照省、南通市引导政策，组织旅游

企业创先争优，获省、南通市旅游发展专项扶持资

金１１０万元。

项目建设　年内，全市累计形成在手在谈涉旅

项目１０２个，完成项目投入３２．２８亿元，同比增长

４５．８％。先后完成水绘园景区、东大街、集贤里文

化性包装提升工程和定慧寺西扩一期工程，长生岛

风景区一期正式对外开园，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主

体工程相继投入使用，顾庄生态园引进天风证券公

司为其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成功融资１亿元，

成为全省唯一获此项融资的旅游企业。江苏盆景

博物馆建成后成功举办中国（如皋）第七届花木盆

景艺术节。至年底，中国长寿城长寿博物馆主体建

筑完工、启动布展工作，龙游湖风景区环湖道路建

设基本竣工、绿化和亮化工程接近尾声，文化广场

建设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８５％，南海生态园进入

二期施工阶段，搬经镇如西人家、严鲍生态园等新

增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中。

宣传促销　４月，邀请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

微博达人５０多人到如皋采风，通过微博形式全面

展示如皋历史文化、城市精神、生态环境和长寿奥

秘。５月１９日，首届“美好江苏·享寿如皋”旅游

文化节启动。８月，在上海黄浦江“翡翠公主号”游

轮上举行国内首部城市旅游微博文集《微风八面·

享寿如皋》首发式和如皋旅游推介会。１０月１９～

２２日，在金盛大酒店举行“长寿杯”第八届国际美

·０１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食养生大赛。１１月，国内首部悬疑侦探旅游微电

影《“神”探如皋》正式开拍。与中央电视台一、四、

七套《焦点访谈》、《长寿密码》、《万里海疆行》、《乡

土》栏目组合作拍摄以长寿文化、盆景文化和地方

特色工艺品制作技艺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宣传片。

与上海电视台星尚频道协作拍摄《美食大王牌———

如皋萝卜》专题片。在《中国旅游报》、《华东旅游

报》、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等媒体开设如皋特

色旅游宣传专栏。与中国旅游出版社合作，在《旅

游资讯通览》中推介如皋旅游资源。协助拍摄“聚

焦服务业”专题片３期、“党建·新农村———雉水讲

坛”节目１期、“政风行风热线”节目１期。如皋市

被新浪网评为８月份全国七大最佳旅游目的地之

一。印制新版《如皋旅游指南》宣传画册，并实现全

市各星级旅游饭店、绿色饭店、旅游景区（点）摆放

全覆盖。

行业管理　年内，市旅游局组织培训各类旅游

从业人员达１５００人次以上。先后组织开展全市旅

游行业“十佳”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导游员星级评定

和旅行社星级评定工作。丁堰森果农庄被评为

２０１２年“南通市十大乡村旅游景区”，白蒲惠蒲大

酒店获批四星级旅游饭店，浅水湾大酒店、丽泽华

庭大酒店、绿园生态会所获批国家三星级旅游饭

店，浅水湾大酒店、丽泽华庭大酒店、东森国际大酒

店、惠蒲大酒店被授予国家银叶级绿色饭店。金陵

金鼎大酒店、如皋港金盛大酒店分别启动国家五星

级、四星级旅游饭店创建工作。市旅游局聘请行风

监督员１２名，全市２９家旅行社（营业部）均明确内

部质监员。市旅游局累计组织执法检查１５０多人

次，受理游客投诉５起，立案查处２起，投诉处理满

意率１００％。３月，市旅游局执法监察大队成功调

解的旅游纠纷入选如皋市消费者协会“十大消费维

权典型案例”。１２月，市旅游局举办全市第三届餐

饮和客房服务员技能大赛。市通利生态农庄被评

定为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

【如皋长寿宴获中国养生长寿宴烹饪大赛金奖】　５

月，在２０１２中国养生长寿宴烹饪大赛暨第八届天

目湖美食节上，如皋长寿宴获金奖殊荣。

【红十四军纪念馆获批国家ＡＡＡＡ级风景区】　１０

月，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授予红十四

军纪念馆国家ＡＡＡＡ级风景区证书。

（陈小健）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部分旅游业规模企业业绩统计

　表２９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组团外
出旅游
人次

接待市
外旅游
人次

合计 ６９０５．８４ ３３６７６ ２１６９５３８

如皋市东方旅行社 ６９６．５０ ４１０６ ４７７０

如皋市假日旅行社 ３２６．８３ ２３１７ ９７６

南通天天假期旅行社 １３３．６４ １２９４ ２０２

如皋市扬子旅行社 １０４９．５６ ５７２３ ４１１

如皋市星际旅行社 ５５５．４７ ３０９２ ５４５

如皋市快乐之旅旅行社 ７０７．００ ３９７４ ２０５

如皋市南国旅行社 ２６６．９８ ２９９２ ３４４

如皋市大众旅行社 １２０．３１ １７９５ １６６

光辉旅行社 ６４７．００ ３８１２ ２２４

华夏旅行社 １５６．９８ １９４４ １３０

东皋旅行社 ３０８．９７ ２６２７ ３５５

地接中心 ２８．００ ０ １６８００

定慧寺 ５２６．７０ ０ ２０８８４５

水绘园风景区 ５５９．９０ ０ ８２５９４０

花木大世界 ８２２．００ ０ １１０９６２５

重重重点点点服服服务务务业业业企企企业业业选选选介介介

新如皋文峰大世界开业盛况

【如皋文峰大世界】　如皋文峰大世界成立于１９９７

年，是江苏文峰集团在异地开设的第一家连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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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２０１０年，江苏文峰集团投资３．５亿元新建新

如皋文峰大世界，成为如皋标志性建筑之一。

新如皋文峰大世界位于如皋市黄金地段———

中山路和迎驾街的交汇处，占地面积１７２５０．３２平

方米，营业面积８万平方米，整幢建筑分为商场、商

业街和酒店３个部分。其中商场为１～６层，集百

货、超市、家电、影视文化、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

为全市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新概念的新体验、

新生活和新时尚。２５层的主楼和６层的附属商业

街为商务酒店、餐饮及各种配套服务设施。这些品

项组合，呈现给消费者的是商业体量最大、功能最

全和最具主题化的城市购物中心。

新如皋文峰大世界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６日盛大

开业，开业当天商品销售一举突破１６００万元，开业

前三天销售业绩达３０００万元，刷新文峰集团连锁

分店开业的最高纪录。

如皋文峰大世界开业１０多年来，依托集团连

锁发展的强大优势，依靠“满意工程”“从严治店”、

“科技发展”、“以文促商”四大法宝，赢得广大消费

者的高度信任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取得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先后获江苏省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江苏省百

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江苏省创建放心消费环境先

进单位、江苏省质量放心用户满意十佳诚信企业、

南通市文明单位等殊荣。２０１２年，实现销售４．８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８％。上缴利税３９３４．５２万

元，同比增长１１．３８％。

【如皋市城北市场】　如皋市城北市场是一个以农

副产品交易为主，多功能开放式的综合集贸市场。

市场位于如城镇海阳北路１８８号，东临沿海高速，

北临启扬高速，西临２０４国道，交通十分便利。

市场始建于１９９６年，是市政府实施的 “菜篮子”

工程，也是当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１０件实事之

一。经过１６年的运作和发展，市场占地面积达

４．６７公顷，成为苏中地区规模较大的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辐射海安、如东、泰兴、通州等市县的

四乡八镇。

近年来，市场投入巨资，先后高标准新建１．５

万平方米封闭式室内市场及钢结构批发交易大棚，

新建２０００平方米室内停车场和３２００平方米的仓

储库房，安装大功率空调６４台和大幅电子显示屏，

建立全市场覆盖的监控、广播和对讲系统，引入副

食品安全检测及农药残留检测仪器等先进设备，进

一步完善了市场的经验环境，提升了市场的规范化

管理的水平。市场设置５大经营区域，分为猪肉、

卤菜、水产、蔬菜、副食等１０多个大类，设经营摊位

（商店）４００个，出租率达９９％，每日市场成交５００

多个品种近１０００吨商品。市场白天人流如织，夜

间灯火通明，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如皋商贸业发展

的又一个新亮点。

２０１２年，市场成交额超１２亿元，被国家工商

总局评为全国诚信示范市场，是南通地区唯一获此

殊荣的市场，并连续１３年获江苏省文明市场、江苏

省四星级文明市场、南通市规范化管理样板市场等

荣誉称号。

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左一）视察如皋花木大世界

【如皋花木大世界】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创建于２００２年９月，初期投资６０００万元，是集花

木种植交易、科研培训、园林设计施工、旅游观光、

电子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花木交易市场。

市场位于如皋市如城镇大明村，占地２３．３３公顷，

设有商贸、盆景、苗木、大树、综合五大功能区，共设

摊位１１６０个，出租率达１００％。市场开业以来，先

后获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

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江苏省重点

农产品批发市场、江苏省花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理事长单位、江苏省现代花卉苗木科技园建设单

位等荣誉称号。公司具有园林绿化施工二级资质

和古典园林建筑三级资质。

花木大世界市场的经营业主来自全国２０个省

（市），覆盖全国中、东部地区。市场经营品种齐全，

品种达２０００多个。园区风景如画、四季如春，令人

顾盼不暇，流连忘返，自然形成购物、旅游一体化。

·２１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花木大世界本着“打造一流管理、提供一流服

务、营造一流环境，争创一流业绩”的经营理念，大

力弘扬“务实前瞻、诚信为本、团结奋进、拼搏奉献”

的企业精神，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１０年来，在公司的带动下，全市花木种

植从０．５３万多公顷发展到２多万公顷，年销售额

从１０多亿元增加到６０多亿元（其中花木大世界市

场交易份额占全市总额的８０％以上），园林绿化施

工量突破４亿元，为如皋市建成全国园林城市和生

态城市作出了突出贡献，带动周边５个乡镇１０万

多花农、苗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前进了

一大步。

２０１２年，花木大世界投资１２亿元，征地６６

余公顷，高起点规划扩建 “如皋百亿花木创意园

区”。改扩建后，园区总建筑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

在原有基础上重组或升格花木物流公司、园林工

程公司、科技研发中心、新品展示中心、旅游服

务中心、职业培训中心、电子信息服务中心、花

木生产合作社联社、花木战略联盟总部、花木生

产基地、总部经济等１０家花木生产、服务、研发

机构，为农村现代化、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优质、

便捷的公共服务平台。

【南通惠蒲大酒店】　南通惠蒲大酒店坐落于江苏

省千年古镇———白蒲镇，交通便利，四通八达。酒

店按四星级标准建造，总投资１亿多元。酒店主楼

１２层，裙楼３层，总建筑面积２５０００平方米，集客

房、餐饮、会议、桑拿、ＫＴＶ、棋牌、旅游、购物于一

体。酒店安装先进的智能化管理系统、中央空调系

统、卫星接收系统和消防安全监控系统，拥有豪华

套房、休闲套房、商务行政房、标准客房等各类房型

１５８间／套，入住宾客可欢快畅游国际互联网、免费

畅打国内长途电话、观看网络数字电视，享受快捷

方便的服务，体验温馨舒适家的感觉。酒店以淮扬

美食为主，兼制粤、川等菜系的特色佳肴，更以如皋

地方特色———长寿食品、绿色食品为主题餐饮

文化。

南通惠蒲大酒店在坚持行业标准化、规范化、

程序化的基础上，打造定制化、个性化、人文化的服

务体系，追求高效、优质、和谐、绿色的经营模式。

为宾客营造优良、舒适、安全的环境，提供优质、温

馨、超值的服务。

酒店与上海各大旅行社合作开展“长寿之乡３

日游”、“苏北水乡２日游”、“长寿第一乡镇一日游”

等活动，年接待上海、苏南游客２００余批次及其他

市外游客１万余人。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江苏省旅游局正式授牌南

通惠蒲大酒店为四星级高档商务酒店，是如皋唯一

授牌的四星级酒店。

市委书记姜永华（左三）在惠蒲大酒店调研

（闾传汶　黄　璜）

·３１２·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