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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沿江岸线４８公里，其中

深水岸线１７．５公里（含已利用深水岸线２７０００米，

友谊沙预留发展岸线４０００米，长青沙水资源保护

区２０００米）。人工开挖港池岸线１４．２公里，其中

泓北沙４４００米、长青沙１４４０米、又来沙５３００米、

戴案港３０６０米。如皋港现已建成物流泊位２８个，

其中１０万吨级泊位２个，５万吨～８万吨级泊位７

个，３万吨级泊位１个，万吨级以下泊位１８个，设

计通过能力约５０００万吨。现有修造船与海工泊位

１７个，其中３０万吨～４０万吨级泊位６个，１～１０

万吨级舾装泊位９个，万吨级以下泊位２个，设计

舾装能力约８００万载重吨。有１０２～１３９．５米×

３８０～５８０米特大型船坞４座。

港口规划　年内，市港口管理局先后委托河

海大学、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重新修编 《南通

港如皋港区总体规划》。６月，交通运输部、省交

通运输厅在南通市组织召开 《南通港如皋港区总

体规划》专家评审会，与会领导、专家从规划的

深度、广度和港口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分别提出宝

贵意见。７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

厅联合下发关于南通港如皋港区规划方案的评审

意见，根据评审意见，交通部规划研究院对总体

规划进行修改。１２月， 《南通港如皋港区总体规

划》报批稿呈报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为确保内

河航运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在南通５县１市

中率先委托省交通规划院进行 《如皋市内河港口

总体规划》编制。

口岸建设与管理　年内，市口岸办围绕不断完

善口岸功能、持续提升开放能级的总体要求，积极

推进海事机构设置工作，大力推进海事大楼装修、

办公设备采购，确保如皋海事局按时揭牌、按时入

驻。全程参与ＳＤ２４８８高速巡航救助艇配置、

ＮＯ．６水上服务区搬迁、友谊沙雷达站建设。３月

１２～１３日，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二期舾装码头

泊位３个、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３号、４号通用

泊位２个和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公司二期码头

泊位１个顺利通过省口岸办组织的验收。３月１５

日，通过验收的６个泊位经省政府批准对外开放。

江苏海通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舾装泊位１个、南

通瑞泰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舾装（修船）泊位２个和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通用泊位１个列入省口

岸办开放计划。积极协调查验单位扶持港口企业

发展，为熔盛重工、港务集团、瑞泰船务等多家企业

提供个性化指导服务１０６次，累计参与和支持查验

单位和重点企业开展各种共建活动１０多次，４月５

日、９月１３日，与海事局联合召开如皋口岸暨国际

航行船舶进出口岸监管工作会议。

港口运输　年内，全市有沿江涉水企业２９家，

其中大型通用码头企业１家、客货汽渡１家、其他

临港企业７家、船舶钢构企业１３家、危险化学品经

营和仓储企业７家。有码头２９座计泊位５０个，其

·５３２·港口与口岸



中危险化学品码头泊位１１个。拥有各类化学品储

存罐２５２个，储存容量达１６４．６４万立方米。全市

现有内河码头１１０座、泊位１２６个。沿江港口累计

实现吞吐量３５００万吨，其中外贸２５０万吨，主要以

煤炭、矿石、液体化学品、钢杂、建材等货种为主，有

少量集装箱、进口机电设备。内河港口累计实现吞

吐量约７５０万吨，主要以建材、煤炭、粮食等货种

为主。

港口管理　年内，市港口管理局把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作为工作重点，加大向发展快、规模大、效益

好的企业集中整合资源的力度。为保证市重点招

商项目雅鹿项目早日开工，在全市沿江岸线资源比

较紧张的情况下，积极配合如皋港区、港投集团多

次参与码头改造项目协调会，充分利用原有东方石

化企业的闲置岸线，服务雅鹿重点项目建设，提高

岸线资源利用率。为支持乡镇重点招商项目建华

管桩、中技方桩、国鼎管桩的建设，以最快的时间、

最便捷的方法办理建华管桩经营许可和中技方桩

的岸线许可，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对国鼎管桩码头项

目进行竣工验收。全年累计审批港口经营申请５１

件，全部按时办结。

安全监管　年内，市港口管理局认真抓好春

节、五一、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期间的安全管

理，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前夕的 “四项排查”活

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南通市关于集中开

展安全生产领域内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部

署，开展内河码头整治活动。组织人员对管辖范

围内企业的安全防护措施、防爆措施、消防措施、

应急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整改事故隐患，

督促整改单位落实节假日值班制度，确保沿江及

内河港口安全形势稳定。年初，市港口管理局正

式接管东方、阳鸿２家石化企业的港口安全监管

职能。７月４日，市领导带队督查沿江各涉水企

业，组织观摩危化码头预防泄漏和火灾应急演练，

进一步强化各企业的安全管理意识。１２月，市港

口管理局被省交通运输厅港口管理局表彰为安全

监管先进单位。

（吴亚建　徐　蔚）

２０１２年如皋港主要码头泊位一览
　表４６

码头名称
泊位性质
（货种）

靠泊吨级
（ＤＷＴ）

泊位
个数

占用岸线
长度（米）

设计通过能力
（万吨）

建成
与否

开放
与否

备　注

华大石化 石化 ３００００ １ ２９６ ２００ 已建 拟转让

诚晖石化 石化 ５００００ １ ３００ ９８ 已建 是

焯晟石化 石化
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

１
４１８ ３００ 已建 是

东方一期 石化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

１
２６０ １５０ 已建 是

阳鸿一期 石化 ８００００ １ ３３０ ２３４ 已建 是

阳鸿二期 石化 ３００００ １ ２７０ １６５ 已建 是 已转让

中铁山桥 钢杂 ３０００ １ ８０ ４０ 已建 专用港池

国鼎港池 管桩 ２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３０ 已建 专用港池

国鼎材料码头 建材 ５０００ １ ６０ 已建

华泰港池 钢杂 ２０００ １ １２００ ３０ 已建 ２个小港池未计

通宝船舶 舾装 １００００ １ ４８６ 已建 北汊北岸

通茂船舶 舾装 １００００ １ ２７８ 已建 北汊北岸

通城船舶 舾装 １００００ １ ７９ 已建 北汊北岸

长青沙船舶 舾装 ４００００ ２ ９４３ 已建 北汊南岸

德瑞斯港池码头 钢杂 ３０００ １ １５０ ４０ 已建 长青沙内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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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６－１

码头名称
泊位性质
（货种）

靠泊吨级
（ＤＷＴ）

泊位
个数

占用岸线
长度（米）

设计通过能力
（万吨）

建成
与否

开放
与否

备　注

港投集团港池码头 通用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

１

４

１８０

１２０

４５７

３０６ 在建 长青沙内港池

港务集团

通用 １０００００ ２

兼集装箱 ５００００ １

集装箱专用 ５００００ １

通用 ３０００ ５

１０２５

５７０

通用５６０或

散货１６５０
已建

１７０ 已建

２５０ 已建

是

是

是

兼靠１５万吨级

兼靠１０万吨级

长青沙内港池

熔盛重工

材料码头 件杂 ５０００ １ １２０ ６０ 已建 是

船坞
造船 ３０万吨ＶＯＣＣ ３ ５６８ 已建 兼造４０万吨ＶＯＬＣ

海工 ３０万吨ＦＰＳＯ １ ２２４．５ 已建 兼造钻井平台

一 舾装 ３０００００ ２ ６６０ 已建 是 兼靠４０万吨级

二 ４ １３９７ 已建 是

泓北沙

内港池

森松重工

海通重工

瑞泰船务

钢杂

钢杂

舾装

钢杂

舾装

１００００以下 １

１００００以下 １

１０万吨级以下 １

１００００以下 １

１０万吨级以下 １

４００

３５８

６６８

６０ 已建
小港池、

２个滑道未计

６０ 已建

　 已建

６０ 已建

　 已建

　　合　　计 ５０ １２０００．５ ３９５７

海海海　　　关关关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如皋海关现有关员２２名，其中党员２１

人，本科以上学历者２０人。辖区内现有码头类监

管场所６个，堆场及储罐类监管场所５个，注册企

业７２１家。２０１２年，征税入库２８亿元，同比增长

４％，在长江北岸９个海关中位居第四。累计监管

进出口货物４７２．８１万吨，同比增长１３％，货值

３０．７３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７％。累计监管国际航行

船舶７２７艘次，审核报关单４１２０份。累计办理加

工贸易合同１６９８份，备案金额３．５５亿美元。累计

移交案件线索３０起，创历史最高水平。被表彰为

江苏省文明口岸先进单位，省级青年文明号，如皋

市级机关先进集体、文明单位和服务地方建设先进

单位。

支持扩大开放　年内，全市外贸进出口３５．９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增幅分别高于同期江苏省

和南通市进出口增幅１６．４和１６个百分点，为居县

（市、区）第三、县（市）第一，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２６．４％，列南通市之首。如皋海关始终关注如皋市

委、市政府的经济工作部署，提出并确立“三贴近”

服务理念，使海关监管服务更加贴近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更加贴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更加贴近重

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实施，８条服务开放型经济发展

措施得到较好落实。加强与政府项目主管部门联

系，提前介入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组织召开港区重

点项目对接会，积极参加如皋经贸洽谈活动，提供

政策法律咨询。主动参与介入港投公司集装箱码

头建设前期工作，召集３０家全国各地贸易型、生产

型企业开展如皋港推介活动。推进如皋港新泊位

验收开放，如期完成３个码头、６个泊位的省级开

放验收。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场所验收与申报，江苏

恒盛物流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通过验收，投入

营运，出口监管仓库获南京海关批复设立，配合政

府及有关部门有序推进保税物流中心规划和申报

工作。加强课题调研和预警分析，提供相关数据和

工作建议，累计编发《海关工作专报》２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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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举措　年内，如皋海关创立“皋关伴你行”

服务品牌，巩固关企沟通平台，推行客户联络员制

度，努力为重点客户企业提供“保姆式”便捷高效通

关服务。搭建政府沟通桥梁，建立海关工作联络员

制度，聘请辖区内２０个镇（区）分管外经领导为海

关工作联络员，开展针对性服务和指导。开拓信息

化管理手段，启动加工贸易Ｅ账册联网监管模式，

简化流程，简便手续，节约成本，推动贸易便利化，

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落实一线服务举措，

分南、北、中三个片区，开展“走园区、访企业，优作

风、促发展”主题活动，开展船舶加工贸易课题研

究、政策咨询和宣讲，组织召开重点客户座谈会，了

解企业发展经营状况，努力做好服务工作。针对船

企反映的延期手册担保金问题、服装企业反映的货

样国际邮件通关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现场办公，

逐一研究解决。运用企业资信等级管理手段帮助

提高通关速度，鼓励和支持企业升级管理等级，累

计获批“Ａ类企业”２０家。

服务窗口建设　年内，如皋海关推行“关长接

待日”和“‘５＋２’全天候通关”制度，加强和口岸单

位的联系，营造和谐高效的通关环境。运用报关厅

设施、互联网站、“皋关伴你行”ＱＱ群等各种载体，

拓宽海关政务公开渠道，增强执法透明度。深化文

明单位、文明窗口、青年文明号等创建活动，打造全

市服务窗口中的一流阵地、亮点场所。累计收到表

彰锦旗１２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被《南通日

报》、《如皋日报》以及《如皋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

道达３７次。

（赵　辉）

出出出入入入境境境检检检验验验检检检疫疫疫

【概况】　２０１２年，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按照江

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建设现代化强局”的目标任

务，紧扣“围绕一条主线、提升两大成效、实现三大

突破”工作思路，克服人手少、业务增速快、工作负

荷大等困难，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升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主动适应港口开放型经济发展需

要，积极履行把关服务职能，维护口岸正常贸易秩

序，优化口岸通关环境，用实际行动践行“出入有

境、服务无境”的宗旨，为促进如皋经济发展作出了

应有贡献。获南通市级“青年文明号”、如皋市实施

“春蕾计划”先进集体、如皋市“服务地方建设优胜

单位、如皋市文明单位”称号。

检验检疫业务　年内，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累计接受入境货物报检１７０批次，入境流向报检

３１批，签发入境货物重量鉴定和空舱鉴定证书１７７

份，货物总值７．１３亿美元。签发原产地证书２７１１

份，签证金额１．３２亿美元，为企业减免关税６６０多

万美元。实施入出境船舶检疫５５６艘次，其中入境

船舶１７６艘次（含台湾直航船舶８艘次）、国内船舶

１７１艘次、出境船舶２０９艘次，发现问题船舶３２１

艘次，检疫出入境人员１１５０３人次，对前往北美船

舶实施舞毒蛾检测６艘次，检疫查验进境货物木质

包装１１批次，办理免控证书３５份。新造船舶卫生

监督１４艘，新造船舶微小气候监测１４艘次，外供

食品监管１２８批。法定检验鉴定进出口货物１４６

船次，鉴定重量２５４．８万吨，报验金额６．１６亿

美元。

执法把关成效　年内，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出医学媒介生物疫情８５艘次，共１２种１３１批

次。检出动植物疫情８７艘次，截获有害生物共４３

种１７６批次。因动植物有害生物或医学媒介生物

超标，除虫处理船舶４艘次，因无标示、标示不清或

发现疫情熏蒸处理进境木质包装１１批次，有效拦

截了国外有害生物的入侵。累计查获违规免控证

书８份，对６起检疫前未悬挂检疫信号、未办理入

境检疫审批手续、擅自上下人员等违法问题实施行

政处罚。查获各类进出口货物短重４０船次，涉及

短重金额２７４．７万美元，对一起进口棕榈硬脂货物

中含有游离明水实施退运。其中一类把关成效３

起，二类把关成效９起。

创新服务举措　年内，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继续深化重点企业挂钩帮扶制度，局领导定期带领

相关部门深入企业调研，主动送法上门，认真听取

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结合市委、市政府开展的“千人联千企”活动，充分

利用如皋港务集团公用码头条件好、堆场大、纵深

长的特点，积极帮助码头企业招揽货源、货种。积

极推进南通焯晟石油化工公司管线改造工程，并促

成其与南通康桥油脂有限公司长期续签租约。主

动参与码头规划、建设工作，指导企业按照口岸开

放的规定要求，完善相关检验检疫设施建设，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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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江苏熔盛重工、如皋港务集团、南通阳鸿石化

二期、江苏海通海洋工程装备、南通瑞泰船舶有限

公司、江苏森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码头对外开放

检查验收。对港区相关石化仓储企业开展罐区标

识标记、计量器具检定、人员培训、安全防护措施、

台账记录、应急预案等相关内容的检查考核，规范

石化码头罐区管理。先后组织举办相关政策法规

培训会议，帮助外贸企业掌握国际国内最新信息，

规范企业业务和管理，提高应对复杂多变的贸易形

势的能力。

（丁广进）

海海海　　　事事事　　　监监监　　　管管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如皋海事局有职工５４名（含协

管员），有代管海巡艇３艘。累计进出港船舶

４３３８２艘次，港口货物吞吐量２５００多万吨，实现港

建费征收近２０００万元，人命救助成功率持续４年

为１００％。获如皋市文明单位、江苏海事局先进基

层党组织、南通市工人先锋号称号。局团支部获江

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局政务中心获江苏省

青年文明号称号，局指挥中心获南通市青年文明号

称号。

安全监管　年内，如皋海事局创新举措，扎实

抓好安全监管工作，实现辖区无等级以上事故目

标。推进船舶配员专项检查，行政处罚配员不足、

未按规定使用证书、假证等违法行为８０余起。深

化超载船舶整治，行政处罚超载运输货物违法行为

近２０起。开展违法锚泊专项整治，累计驱赶、疏散

违规锚泊船舶１３２艘次，清理碍航捕鱼船１４艘次。

严把危险品货物申报关、作业船舶签证关、船舶适

装检查关、治超船舶现场核查关，定期开展危险品

码头装卸设备、消防设备、防污设备、人员防护设备

专项检查，帮助企业完善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和

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强化新增作业品种专家评审意

见跟踪管理，确保专家评审意见整改率和新品种首

次作业现场监管率达１００％。强化客汽渡监管，通

过强化检查、法规宣传、安全事故通报等方式督促

汽渡单位增加安全投入，强化渡口船舶和渡运单位

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组织客汽渡船舶救生、消防等

科目的应急演练。强化水工专项整治，多次组织召

开水工专项整治推进会，定期深入相关企业了解审

批手续办理进展情况。强化与地方政府的联系，积

极指导企业完善手续，并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

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强化应急救助，充分

调动社会救助力量，全力实施水上搜寻救助，累计

接报并处置各类水上突发公共事件３９起，救助遇

险船舶５６艘，救助遇险人员１３６人。

服务经济　年内，如皋海事局推出系列举措，

大力助推港口经济稳定发展。积极想方设法帮助

如皋港务码头泊位升等、加固改造，成功帮助多艘

巨轮进靠，如皋港累计安全进靠超大型船舶１５０艘

次，其中１５万吨级以上超大型船１９艘次，大船经

济成为如皋港的核心竞争力。提前介入、持续跟

踪、有效管理，确保辖区新造船舶“四个零”（建造零

事故、出坞零事故、舾装零事故、试航零事故），对熔

盛重工等大型造船企业，坚持特事特办，靠前服务，

为如皋造船企业逆市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全

年累计安全试航新船３３艘。加强国际航行船舶监

管，就码头对外开放检监管收、国际航行船舶临时

性靠泊未开放码头等事项与上级部门充分沟通，最

大限度地争取支持。组织召开２０１２年国际航行船

舶进出如皋口岸监管工作会议，强化各查验单位之

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大项目“落户生根”，协助政

府成功引进雅鹿集团化纺原料生产基地和江苏国

宇产业集团热电联产及丙烯系列２个投资总额超

３００亿元人民币的重大项目。主动走访政府、企

业，推动项目申办审批工作，解决企业在危险品申

报以及涉及水工项目审批方面遇到的问题。保障

大工程顺利建设，长青沙二桥工程建设以来，免费

向建桥指挥部提供施工水域水文资料和通航数据，

提出配备现场警戒船艇、设置临时通航孔航标及灯

光警示标志等合理化建议，实施“人员全程跟踪、海

巡艇重点巡查、施工船诚信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落

实各项安全措施，保障工程顺利建设。

文明创建　年内，如皋海事局紧贴实际，发挥

优势，着力推进文明创建工作，树立海事良好形象。

对政务中心、指挥中心、各办事处等窗口，对照“四

示范”建设标准，高起点、高标准开展建设工作。针

对年轻人较多的特点，组织开展青年结对帮扶、海

事青年突击队等活动，并坚持开展“帮扶一人，成才

一人，脱贫一家”的“爱心接力”活动，设立“爱心助

学基金”，帮扶特困家庭学子朱志鹏考取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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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先进典型教育活动，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

习地方和行业内的各类先进典型，形成学先进、比

先进、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如皋海事局揭牌】　６月１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皋海事局正式挂牌成立。江苏海事局局长张同

斌、市委书记陈惠娟共同为如皋海事局揭牌。如皋

海事局的成立，将对如皋沿江开发新一轮转型升

级、区域经济结构持续调整优化和在全球范围集聚

更多优质资源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皋海事局是根据中央编办《关于设立如皋海

事局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２０１２〕６９号）设立的

江苏海事局分支机构，其前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南

通如皋海事处。根据江苏海事局《关于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如皋海事局的通知》（苏海人教〔２０１２〕２７８

号），如皋海事局内设办公室、指挥中心（执法支

队）、监管处（政务中心），下设办事机构泓北沙办事

处、长青沙办事处、又来沙办事处，人员编制暂定为

３２人。

６月１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如皋海事局举行揭牌仪式

（潘　洁）

边边边　　　防防防　　　检检检　　　查查查

【概况】　２０１２年，如皋边防检查站按照“固本强

基、锐意进取、凝心聚力、创新实干”的发展思路，大

力弘扬“忠诚报国、爱民为民，勇于担当、求实创新，

敢为人先、登高致远”的如皋边检精神，上下一心、

团结奋进，抢抓机遇，勇于创新，全力做好以党的十

八大安保和边防检查工作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实现

边检工作和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边防检查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累计检查

出入境 （港）船舶６６０艘次，其中检查出入境船

舶３９５艘次，检查出入港船舶２６５艘次。累计检

查出入境 （港）员工１３５５９人次，其中检查出入

境员工８０５７人次，检查出入港员工５５０２人次。

累计办理各类证件８２１８份，累计出动警力１６２０

人次，未发生一起偷渡得逞事件和影响社会安定

的热点问题。

边检服务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大力推行

“江苏模式”，从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和服务员工三

个层次推出“３０项服务举措”，创新建立“诚信代

理”和“星级船舶”管理模式，进一步营造良好口岸

通关环境。借助如皋边检门户网站、边检ＱＱ群和

边检微博，建立网上服务平台，提供边检宣传、网上

预检、实时答疑等快捷服务。定期深入码头企业开

展调研，形成《口岸形势数据分析》上报市委、市政

府，为地方政府优化口岸发展提供决策依据。针对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航运市场低迷、新船出

口量骤减的形势，召开口岸联席会、“警民恳谈·共

渡难关”专题调研会，掌握船企需求，出台相应服务

举措，优化通关环境。全年累计开通“绿色通道”１３

次，救助帮扶群众３２人次，收到服务对象感谢信

１５封、锦旗８面，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２

年度文明单位。

边检服务咨询活动

　　口岸维稳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坚持口岸巡

查巡视制度，健全完善群防群治体系，组建警企巡

逻队、视频督察队和边检协管队，依托梯口执勤哨

位、卡口执勤点、警务区值班室和站指挥中心，对重

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船舶、重点人员实行２４小

时不间断管控。进一步强化情报信息收集研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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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安全局、如皋市海事局等１０家单位签订安

保协议，定期互通信息，全面掌握口岸敌社情动态

和不稳定因素，牢牢掌控口岸动态，确保不发生重

大事故和敏感事件。全年累计查处口岸违法违规

案件８起１２人次，完善处突预案８套，并联合企业

安保部门先后开展以处置暴力闯关等为假想的综

合应急处突演练５次，有效地维护口岸安全稳定。

规范执法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建立“全警

业务”机制，大力加强法制练兵，将全体官兵纳入执

法执勤培训考核范围，并组织执法骨干和新入警人

员参加各级执法培训，着力加强执法执勤队伍的梯

次化、专业化建设，达到执法制度、执法主体、执法

管理、执法行为、执法场所“五规范”目标。积极推

进警务公开，聘请特邀社会监督员１５名，完善向政

府和群众报告制度，并依托边检门户网站实行行政

处罚结果网上公示，实现执法监督的实时化、公开

化、透明化。

文化建设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认真对照

《基层文化建设三年规划》，统筹部队传统文化、党

建文化、边检职业文化、廉政文化、体育文化、驻地

文化等内容实施规划建设，建成机关警营文化园。

完成监护中队训练大棚、多媒体学习室、警营俱乐

部、心理宣泄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场所建设，形成集

学习、训练、休闲和心理宣泄、疏导于一体的“活力

警营”文化。积极参与口岸文明共建，与中国乒协

乒乓球学校、南通市文化馆签订共建协议，先后与

共建单位、驻地社区开展各类共建活动１０余次。

建立完善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联动机制，广泛开展

“扶贫帮困献爱心”活动，执勤业务科、监护中队与

港城小学、长江镇福利中心结成帮扶对子，长期帮

扶贫困儿童４名，定期走访看望孤寡老人，捐助“爱

心基金”和“爱心物资”累计金额达４万元。《人民

日报海外版》、《法制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

电讯》、《人民公安报》等多家中央及省市媒体对服

务驻地、警民共建等举措进行广泛报道，引起社会

强烈反响。７月，如皋市市长姜永华率市四套班子

主要领导专题参观调研，对边检站文化建设给予高

度肯定。

【爱民固边战略】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坚持以深

化“爱民固边”战略为抓手，分岗位、分层次深入党

政机关、码头企业、服务对象和驻地群众中开展“三

访三评”活动，广泛收集改进边检工作、创新社会管

理的意见建议，走访口岸单位１９家、企业员工和辖

区群众５００余人次。建立由驻企警官和企业法律

顾问联合组成的律师后援团，定期开展送法进企、

员工维权接待日、执法咨询回访等活动，先后调处

因熔盛重工等船企大批量裁员引发的劳资纠纷和

其他矛盾纠纷９起，维护员工合法权益。２０１２年，

辖区被如皋市政府表彰为爱民固边模范码头５个，

被江苏省公安边防总队表彰为爱民固边模范码头

１个，边检站监护中队被如皋市政府表彰为爱民固

边模范中队。

（王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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