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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一期工程竣工通车　Ｐ２５４

交交交　　　通通通　　　建建建　　　设设设

【概况】　市交通运输局有在编人员２５人。下辖事

业单位运输管理处、地方海事处、如港公路磨头收

费站、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

理所和如城、城北、丁堰、磨头、搬经、石庄６个中心

交管所，代管企事业单位公路管理站、航道管理站、

南通汽运集团如皋分公司。２０１２年，完成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１８亿元，占年度计划的１２０％。

市交通运输局被省交通运输厅表彰为全省交通运

输依法行政先进集体、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优秀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党委被南通市委组织部

表彰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如皋长江大桥

工程被省交通运输厅表彰为省级公路水运工程示

范“平安工地”。全市交通运输系统继续保持南通

市文明行业、如皋市文明行业称号。

道路建设　年内，全市建成农村公路３００公

里，实施县乡公路强度提升１５．８公里。完成３３４

省道如皋段西延工程路基填筑和路面底基层。

完成拉马河桥桩基施工和上部结构施工工程量

的７０％。完成王石线石庄段改造工程路基填筑

和桥梁桩基施工。完成丁磨公路西延工程路基

和水稳层施工。完成雪袁线一期改造工程袁桥

段路基填筑。完成马九线一期工程路基填筑。

完成丁磨公路和王石线常青段拓宽改造工程沥

青下面层摊铺和临时标线。完成３３６省道石庄

镇区段路面工程，完成引河大桥上部结构施工。

７月，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一期工程和新东线东陈

段拓宽改造工程竣工通车。９月，完成花城大道

开发区段辅道工程。

桥梁船闸建设　年内，全市完成危桥改造１００

座。完成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二期工程如皋长江大

桥下部结构、主塔施工工程量的９０％、引桥梁板安

装工程量的７０％。完成连申线如皋段航道改造工

程一级驳坡工程量的８０％，完成１９座三级航道桥

梁桩基施工工程量的５０％。

【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一期工程竣工通车】　７月１

日，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一期工程竣工通车。

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２月开工建设，当年完成路基

工程。２０１１年完成沥青下面层摊铺。工程南起沿

江公路，北至新２０４国道郭园镇段，长９．２７公里，

按一级公路标准施工，路基顶宽２４．５米，路面宽

２２米，沿线大桥有宁通高速上跨桥梁。工程总造

价３亿元。工程和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二期工程是

一个整体，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如皋区位优势，使

如皋成为沿江开发辐射北部、沿海开发辐射西部的

枢纽之一。

【新东线东陈段拓宽改造工程竣工通车】　７月１

日，新东线东陈段拓宽改造工程竣工通车。

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开工建设，当年完成水稳

层摊铺，全线贯通。工程西起东建路交叉口，终点

·４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位于丁平线交叉口，长３．２公里，按二级公路标准

施工，路基顶宽１７米，路面宽１５．５米。工程总造

价７５００万元。

（高　康）

２０１２年全市农村公路实施情况一览

　表４９ 单位：公里

序号 镇　别 计划里程 完成里程

１ 白蒲 ４．４ ９．９

２ 丁堰 ２．７ ６．９

３ 东陈 ２．９ １２．１

４ 开发区 ２．２ ６　

５ 林梓 ５．７ １３　

６ 磨头 ３．２ １７．２

７ 如城 ５．２ １２

８ 软件园 ８．２ １０．６

９ 雪岸 ５．２ １２．５

１０ 袁桥 ８．３ １９．２

１１ 搬经 ９．９ ２４．６

序号 镇　别 计划里程 完成里程

１２ 长江 ４ ４

１３ 常青 ４ ２２．８

１４ 高明 ６．８ ２４．８

１５ 郭园 ３．３ １８．２

１６ 江安 １１．４ ３８．８

１７ 九华 ２．５ １２．８

１８ 石庄 １２．２ １３．６

１９ 吴窑 ５．８ １２．１

２０ 下原 ５．５ ８．９

　 合　计 １１３．４ ３００　

２０１２年全市干线公路建设改造情况一览
　表５０

项　目　名　称
总里程
（公里）

路基顶宽
（米）

路面宽
（米）

总投入
（亿元）

２０１２年投入
（亿元）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江海高速如城连接线工程（花城大道） １５．００ ７２．０ ４６．０ ６．００ ０．８０ ２０１０．０３

主线２０１１．０６
辅道开发区
２０１２．０９
如城未完工

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一期工程（沿江公
路－新２０４国道）

９．２７ ２４．５ ２２．０ ３．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０．０２ ２０１２．０７

如皋港港口连接线二期工程（沿江公
路－环岛东路）

３．４７ ２４．５ ２２．０ ５．５０ ３．５０ ２０１０．１２ 未竣工

丁磨公路拓宽改造工程（马塘加油
站－如港公路） ７．９８ ３４．０ ２２．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３３６省道石庄段改扩建工程 ２．０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０．８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王石线常青段拓宽改造工程（３３４省
道交叉口－红旗路） ８．２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２．３０ ０．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 未竣工

新东线东陈段拓宽改造工程（东陈转
盘－李平线）

３．２０ １７．０ １５．５ ０．７５ ０．１５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１２．０７

３３４省道如皋段西延工程（老江曲
线－泰兴界）

３．６２ ２６．０ ２４．０ １．２０ ０．８５ ２０１２．０３ 未竣工

丁磨公路西延工程（如港公路－新
２０４国道） ３．５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未竣工

雪袁线一期改造工程（２０４国道－湾
如线交叉口） １４．４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４．５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２．０５ 未竣工

马九线一期工程（马塘加油站－桃园
老２０４）

４．８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１．４０ ０．４５ ２０１２．０９ 未竣工

王石线石庄段改造工程（蒲黄线至
３３６省道） １４．５０ ２４．５ ２２．０ ４．０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２．０５ 未竣工

·５５２·交通运输



道道道路路路交交交通通通安安安全全全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下辖交巡警

支队１２个，有交通巡逻民警１９７人，交通协管员

２２０人。２０１２年，全市未发生一起死亡３人以上和

涉及校车、危化物品运输车、７座以上大客车交通

事故。

道路秩序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

大队查处交通违法行为７４．９万起，同比上升

３０％，逮捕１８０人，移诉２１０人，抓获刑事作案成员

２６０人，抓获逃犯４２人，查获盗抢车辆３７辆，抓获

盗抢车辆犯罪嫌疑人３２人。按新国标维护交通信

号灯４３组，新增交通标志４３５块，刷新交通标线

６８２公里，施划标线１２．３公里。在城市次干道、支

路、后街里巷规范施划小客车停车泊位４３２８个、非

机动车停车泊位２３公里，新增测速点１７个。

车辆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办理摩托车上牌２００７０辆、汽车上牌１３６１１辆，检

验摩托车１４４９５２辆、汽车３３２１１辆，核发摩托车驾

驶证８９５１本、受理汽车科目一考试４７６６６人，补换

证驾驶证４９５３５本，受理Ｂ证以上驾驶人身体合

格证明４８６６份，组织Ｂ证以上驾驶人年审学习

１１４６３名。

事故调处　年内，全市发生一般以上交通事故

１７００起，同比下降４．９％。受伤１３４４人，同比下降

１１．２％。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１．８５万元，同比下降

０．２％。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１２人，同比下降

０．３３％。侦破一般逃逸事故５２起，侦破率８６．７％。侦

破重大逃逸事故１５起，侦破率８８．２％。

（许　虎）

公公公　　　路路路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公路管理站现有公路管理人员１１７人，

其中，在编人员３４人，治超和应急人员４２人，协管

人员４１人。下辖如皋市超限检测站、如皋公路应

急处置中心和如城、磨头、丁堰、石庄、搬经５个路

政管理中队。全站固定资产２５００万元，拥有各类

车辆２２辆，实现办公自动化。２０１２年，全市国省

道技术状况指数达９９．１，县道技术状况指数达

８９．８，乡道技术状况指数达８４．４，村道技术状况指

数达７６．５。市公路管理站第八次获省公路系统优

胜公路站称号，实现如皋交通运输行业先进单位

“十连冠”。

路政管理　年内，全市三级路政目标管理全面

覆盖，涉路１１个行政部门整体联动执法，城乡建设

规划路政前置审批许可，户外广告设施政府专项管

理。落实巡、查、处、督、评五个分离，实行案件管理

指标化，累计查处案件７４６件，结案率１００％。累

计办理行政许可３５件。累计查处超限运输案件

２２１件，卸载超限货物２３０９．５吨，罚款５８．４万元。

累计拆除违法建筑１８０平方米、清除障碍物３８６５

立方米、取缔路面摊点１５９９个、清除非公路标志

１８４５块。干线标志标线维护监管量超过２３万元。

３月，在南通地区率先组建运营如城、磨头、丁堰、

石庄、搬经５个路政管理中队，推进“路政巡查规范

年”活动，实施干线路政标准巡查累计达１０．６万

公里。

干线管理　年内，市公路管理站推行道路全寿

命周期最优化，引入预防性养护新战略，组织处理

２０４国道、３３４省道路面裂缝，表面处理３３６省道网

裂。着重路面保洁，一级公路机械化养护率

１００％，３３４省道如城段成为全市样板。更换３３４

省道丁堡河大桥吊杆，维修改造３３６省道薛窑大

桥、桑木桥。３３６省道改造项目完成冷再生基层

６．１万平方米、水稳碎石６．３万平方米、下封层８．７

万平方米、沥青混凝土面层６．９万平方米，实现工

程量１１５３万元。

县道创建　年内，市公路管理站推进农村公路

养护大整治，全面出新１８个集镇段农村公路，调整

设置排水设施２６０公里，１５９个垃圾箱均搬至公路

界外，实现４８６公里路田分家。更新农村桥梁管理

系统，小修加固部分桥梁，改造中洋桥、朗庄桥，控

制限行红星桥、红旗桥等６座桥梁。实施农路安保

工程，安装交通标志２６０块，增设防护设施１６００多

米。发挥花木之乡优势，提升道路绿化品位，２０４

国道、３３４省道被评为文明样板路，如江线、李平

线、沿江线、大长线等农村公路绿化管理省内一流，

全面出新道路形象。完成老２０４线、大长线、白江

线等１９个大修项目，完成产值约２１６１万元。

（朱　华）

·６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运运运　　　输输输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运输管理处有在编管理人员４０人。拥

有稽查执法车辆２辆、电脑３２台，实现办公自动

化。２０１２年，完成公路客运量９５１万人次（不含出

租），同比增长８．４％。完成公路货运量２７８７万

吨，同比增长１１．８％。市运管处被南通市人民政

府表彰为春运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运政管理　年内，全市有统一标识出租汽车

３５７辆，其中合格车型油气混合动力出租车６０辆。

有中、高档客车２０３辆，占客车总数的９４％。年

内，市运输管理处培育打造“江苏快客”品牌班车

１４辆、文明客运班线３条、文明客运班车６辆，文

明出租车１３辆、“江苏快修”企业２家、“绿色汽修”

示范创建企业２家、规范化示范汽修企业１家，超

额完成省、南通市推广计划。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１３家，其中全国信誉驾校１家，ＡＡＡ级信誉

驾校１家，ＡＡ级信誉驾校２家，Ａ级信誉驾校３

家，拥有教练车６０５辆、教练员７４７人，累计培训机

动车驾驶员４．２万人，驾培教学均实现智能化管理

（ＩＣ卡）。

城乡客运　年内，市运输管理处优化调整全市

所有公交线路，重新统一编号，新增城区公交线路

一条、城区公交站点５９个，设置立式站牌９６个，新

建镇村客运站亭４６个，新增ＣＮＧ（压缩天然气）清

洁能源公交车１９辆、ＬＮＧ（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

公交车１５辆，公交化改造农村公共汽车客运班线

４条。重新制订老年人免费乘车政策，明确７０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修订公交补贴机制。

至年底，全市共有城市公交线路４条，城乡公交线

路１４条，镇村公交线路３６条，城乡客运一体化公

交车１７４辆，镇村公交通达率达１００％。建成出租

车电召和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并投入试运行。

市场整治　年内，市运输管理处加强运输市场

信息化建设，在继续完善一期工程行业监管功能基

础上，推进体现交通服务公众理念的二期工程，全

面建成运政信息门户网站、交通服务热线系统、出

租车电召系统并投入试运行，推进公交电子站牌系

统建设工作。继续推行“网上稽查”，累计办理行政

案件１８２起，查处无证“黑车”１５辆，实施行政许可

２１２７件，未发生行政复议、诉讼案件。依法重新核

查驾校１３家、一二类汽修企业５９家、水运企业８

家的资质，遏制违规经营行为。

（尤申娟）

【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成立】　２月，如皋市

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正式成立。

如皋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为市交通运

输局下属副科级建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设综合

科、法制稽查科，编制１２名，其中所长１名、副所长

２名，科长２名，副科长２名。综合管理所增挂如

皋市如城中心交通管理所牌子。原城北、磨头、丁

堰、搬经、石庄５个运输管理所更名为中心交通管

理所，编制均为９名，其中所长１名、副所长２名。

各中心交通管理所为市交通运输局所属正股级建

制事业单位，同时作为如皋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

理所分支机构。如皋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

及各中心交通管理所实施乡镇区域内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履行乡镇辖区内运输、公路、港口、航

道、内河交通安全等部分行政管理职责，业务受运

管、公路、港口、航道、地方海事等管理机构指导。

１１月，如皋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党总

支成立，下设如城、城北、磨头、丁堰、搬经、石庄６

个中心交通管理所党支部。各中心交通管理所党

组织关系不再隶属所在镇党委。

（樊东燕）

航航航　　　道道道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航道管理站与市航政执法大队为一套

班子、两块牌子，下辖执法中队３个，履行辖区内

２１３．１１公里等级航道、２４２．０１公里等外级航道建

设、养护和管理职能。现有在职在编人员２０人，设

置岗位２８个，其中管理岗位１９个、专业技术岗位

６个、工勤技能岗位３个。２０１２年，继续保持江苏

省文明航道站、航道系统先进单位，南通市文明行

业，如皋市文明单位称号。站党支部被南通市委创

先争优办公室和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党委联合表彰

为南通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２６年被

表彰为如皋市交通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年内，市航道管理站（航政执法大队）强化航道

巡航检查，辖区航道未发生因管理不善造成航道堵

·７５２·交通运输



塞事件。实施临、跨、过河建筑行政许可８０件，行

政处罚（理）案件８例，全部符合法定程序，均实行

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普查如皋境内六级

以上航道，里程１３６公里，测量横断面２７２个，涉及

临、跨、过河设施４３６个。以普查数据为依据上报

的政务信息《高沙土质对如皋航道防堵保畅的危害

及其治理初探》，分别被省交通运输厅和省航道局

录用。历时４５天，完成司马港疏浚工程，疏浚土方

２．６万立方米。完成辖区交通量观测统计任务和

航道清障扫床工作，航标正常率１００％，通航保证

率９９％。

（章宏玉）

地地地　　　方方方　　　海海海　　　事事事

【概况】　市地方海事处下辖城郊海事所、焦港海事

所。２０１２年，保持南通市文明行业、如皋市文明单

位称号，被表彰为南通市平安交通建设示范点。

安全监管　年内，市地方海事处上航上线

２．３５万人次，检查船舶５．０１万艘次，纠正各类违

章１．４０万起，对船舶实施安全检查５９７艘次，巡航

８８７５小时，巡航里程５．４３万公里，船舶进出港签

证９８２８艘次，辖区航道船舶航行、停泊、作业有序。

以连申线如皋段改造工程水域通航安全为年度水

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重点，抽调海巡艇７艘、海事

执法人员３４人进行全线水上交通秩序维护，查处

涉水工程违法施工，确保施工水域安全畅通。全市

未发生因管理不善而造成航道堵塞事件。全年受

理水上交通事故１５起，无人员死亡及上报事故，水

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行政执法　年内，市地方海事处办理行政处罚

案件１３１５７起，其中一般程序案件７６７起、简易程

序案件１２３９０起，未发生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

件。累计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大检查８次，检查危险

桥梁１９２座次，检查危货码头６３处次，检查风景游

览船４１９艘次。

规费征收　年内，市地方海事处累计征收规费

５７２万元，同比上升１７．４２％。其中船舶港务费

４９３．９万元，船检港监费７８．１万元。

（孙保华）

铁铁铁　　　路路路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如皋境内有宁启铁路、新长铁

路、海洋铁路三线经过，其中宁启铁路４１公里，

新长铁路６．６８公里，海洋铁路３．６公里。设有火

车客运站如皋站，火车货运站如皋站、白蒲站２

站场。

年内，如皋火车客运站客运到发客运量５０万

人次，旅客周转量８２００万人公里，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００万元。货运站到发货运量１０万吨，货物周转

量５０００万吨公里，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４

月，如皋火车客运站改扩建工程获铁道部审批通

过，站房由原１６００平方米改造为６８００平方米，计

划与宁启复线电气化工程同步建成交付使用。年

底，宁启铁路复线电气化工程复工，全线路基基本

贯通。完成所涉老线“平改立”（公路铁路平交道口

改建为公路下穿铁路立交道口）７处，开工建设地

方过铁路预留通道２处。

（孙　科）

·８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