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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５９０．１７

亿元，占年目标的９３．７％，同比增长１１．８％。其

中：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５２．７７亿元，占年目标的

１０４．７％，同比增长４．６％；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１８．４９亿元，占年计划的 ９１．９％，同比增长

１２．７％；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１８．９亿元，占年计

划的９３．９％，同比增长１２．２％。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８．９∶

５４∶３７．１。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２９．１亿元，占年计划

的９２．２％，同比增长１６．６％，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５３．６亿元，占年计划的９４％，同比增长１７．５％。

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为２１．９％，比去年提升０．６

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２８．４亿元，

占年目标的９８．４％，同比增长１６．１％。全年累计

实现工商注册外资１０．０４亿美元，占年目标的

６７％，实际到账外资２．４９亿美元。全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６０１０元，占年目标的９８．２％，同

比增长１３％，增幅比南通市平均水平高出０．２个

百分点。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６６３元，占年目标

的９８．３％，同比增长１３．１％，增幅比南通市平均水

平高出０．３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年内，全市完成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９．８６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４．４％，同比增长２１．３％。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投

入２２７．６２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１．２％，同比增长

１６．１％。完成技改投入１３７．８８亿元，占规模工业

投入的６０．６％。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３．３４亿元，

同比下降０．１１％。

政策引领　年内，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

进一步保持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

见》、《关于促进企业加快发展的相关激励政策》、

《关于开展工业经济系列竞赛活动的通知》、《关于

建立中小企业金融顾问制度的意见》、《关于建立健

全重大项目（重点企业）问题发现及交办督办查办

机制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助推全市经济持续

发展。

接轨上海　年内，市发改委根据市政府接轨上

海全年工作目标要求，建立全年接轨上海信息报

送、工作例会和联络等一系列制度。年初，根据南

通市下达的工作目标，下达２０１２年度全市接轨上

海工作要点，分解落实各部门、各镇（区）年度工作

任务，明确全年接轨上海工作专项要求。累计组织

到上海召开招商洽谈会４次，引进上海项目５６个，

销售花木８．５亿元、长寿食品７．５亿元。先后在上

海组织招才引智、招商引才推介会３次，引进高层

次人才６名，引进国家“千人计划”项目１项，吸引

上海游客５５万人。

银政企合作　年内，市发改委不断创新企业融

资和银企合作形式。３月，组织召开全市重点企业

转型升级暨上市工作推进会，鼓励重点骨干企业通

过上市融资，实现企业的全面提升。５月，召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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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金融顾问制度动员大会，在全市应税销售额

在２０００万元～１００００万元之间的２８６家企业推行

中小企业金融顾问制度创新试点，对部分有融资、

投资理财、兼并收购、业务代理等金融服务需求的

企业进行“一对一”专业金融服务，２３６位金融顾问

为２８６家企业向所在银行贷款７．６８８亿元，授信

２．１９亿元。７月，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南通市江海投

融资洽谈会，引导企业通过引进创业投资、风险投

资实现跨越式发展。８月，举行如皋市中小企业应

急互助协会会员大会暨扩面推进会，动员更多中小

企业参加应急互助协会，降低资金筹集风险。１２

月，召开全市银企合作座谈会，在如皋市设立分支

机构的所有银行、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与６５

家有资金需求、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进行供需

对接。

节能减排　年内，市委、市政府狠抓技术改造，

鼓励企业新上节能改造项目，向省发改委组织申报

南通百正电子新材料节能和江苏融达新材料综合

利用等两个项目作为２０１３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

项目。市中如化工的石灰石产品节能改造项目获

省政府节能扶持资金５０万元。市发改委组织专项

能源监察审计全市年能耗２０００吨以上企业７１家，

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其中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淘汰

ＹＢ型电机１８台，九鼎集团淘汰ＹＢ型电机８台。

市财政加大支持力度，节能降耗专项资金足额到

位，对通过节能审计企业给予相应奖励，运用经济

杠杆激励企业做好节能降耗工作。

社会用电量　年内，全社会用电量４２．７７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３．３８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８．５７％，

总量居南通六县（市、区）第一。其中工业用电量

３１．０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８５％，总量居南通六

县（市、区）首位。

（林　云　渠立民）

国国国土土土资资资源源源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如皋市国土资源局下辖事业单位国土资

源执法监察大队、土地资产储备开发中心、勘测院

和国土资源所（分局）２０个，全系统在职在编工作

人员２４５人。２０１２年，被评为南通市国土资源系

统目标管理先进集体，如皋市文明行业、行政服务

创新奖先进集体。

“双保”工程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继续实施

“双保”（保发展、保红线）工程，累计争取各类用地

计划指标３７６．８７公顷，其中浙商三农、长天化、雅

鹿３个点供计划６１．２１公顷，３３４省道及焦港水闸

独立选址计划７７公顷，“万顷良田”挂钩计划２００

公顷，争取指标是国家计划的９．８倍。１０月，如皋

市被确定为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是南通地

区唯一示范县。通过将历年来省级验收的土地整

理项目区、第一期经验收的“万顷良田”整理区等连

片耕地纳入首批建设范围，保质保量完成下达的

０．８０１３万公顷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１１月，

省国土厅将如皋市作为苏中唯一规划评估修改试

点地区进行规划评估修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拓展了空间。

“万顷良田”工程　年内，首期试点的如皋经济

开发区（柴湾镇）、长江镇（如皋港）复垦项目，全部

实施完毕，其中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项目符合

省国土厅综合验收标准，已申请省国土厅验收。５

月，如皋经济开发区、长江镇、桃园镇“万顷良田建

设工程”规划方案获省国土厅批准，该方案涉及３

个镇，６个片区，总面积４２１５．１７公顷，涉及搬迁农

民１９２２９户，可复垦增加农用地７２０．５１公顷，如皋

成为全省获准实施项目数最多和取得挂钩计划指

标最多的县（市）。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６家中央媒

体组成采访团，集中采访报道如皋“万顷良田”建设

经验。９月１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

卫在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相关负责人陪同下，

到如皋考察“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试点项目。１０月

２５日，中央农业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土资源

部副部长王世元一行在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夏鸣陪

同下，考察如皋“万顷良田”建设工程。

土地整治　年内，全市９个省以上投资土地整

理项目同步推进。９月，５个项目实施完毕，通过省

国土厅验收，整理土地总规模４２４５．４７公顷，新增

耕地２１５．２７公顷，争取上级投资资金８９８２万元。

至年底，南通地区唯一的“部、省合作整体推进土地

整治示范建设项目”———江安镇鄂埭等村土地整治

项目实施完毕，共整理土地１２０４．３３公顷，形成高

标准基本农田１１２８．０７公顷。

节约集约用地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先后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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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创建活动工作方案》、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创建活动宣传方案》、如

皋市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创建工作制度、创建全国国

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考核标准、如皋市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市创建工作目标责任。２～６月，制

作并在如皋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节约集约用地十

佳工业企业巡礼”系列电视片，以典型引路方式引

导和鼓励全市工业企业节约、集约用地。９月，深

入排查全市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

日期间已供应土地，全面清理处置闲置、空闲及低

效利用土地，清理处置工作受到南通市政府表彰。

执法监察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完善市、镇、村

三级巡查网络，实行层级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包

干、考查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和

“全面覆盖、全员定责”的责任机制。全年累计巡查

２０１５次，下发停工通知书３４５份，及时发现率

１００％，拆除违法用地６宗，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１１０００平方米。９～１１月，在全市开展新增违法用

地专项清查，拆除违法建筑１１６６６平方米、固化场

地８５３３平方米、围墙２４３９４米。

（单海霞）

工工工商商商行行行政政政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有在职干部职工

２５０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２３８人，硕士研究生１

人。市工商局设直属机构经济监督检查大队，设派

出机构如城、城东、丁堰、白蒲、薛窑、石庄、如皋港、

磨头、搬经、城西、开发区分局，其中：丁堰分局与城

东分局合署办公，地址设于东陈镇；薛窑分局与如

皋港分局合署办公，地址设于长江镇。管辖全市各

类市场主体１１４１６０家，其中内资企业２９３６４家、外

资企业４７２家（含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１７４家、个体工商户８３１０５户、集贸市场４５家。

２０１２年，获南通工商系统“红盾竞辉”竞赛优胜单

位第一名、南通市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和诚信体

系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如皋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创先

争优红旗单位。磨头分局被表彰为全省工商系统

先进单位。机关第二支部被评为南通市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如皋市级机

关目标责任制考评中，全系统连续７年被市委、市

政府表彰为市级机关目标责任制考评先进集体，并

获“‘新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服务基层先进集

体”、“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法治建设先进集

体”等荣誉。

登记注册　年内，全市新设立内资企业登记

３９５４家、外资企业６８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７５户

（其中农地股份合作社２２户）、个体工商户１４８８１

户。年初，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探索试行“一址多

照式”的商务秘书服务企业登记模式，有效解决落

户项目的急剧增加与营业用地指标严格限制的矛

盾。３月，率先在南通工商系统开通“如皋外资企

业工商联络员ＱＱ群”互动平台，为外资企业即时

咨询及指导提供便利。５月，出台《关于服务全市

沿江开发，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实施意见》，推出

企业出资形式、融资、产业结构服务方式等１４条新

政。６月，在如皋港建立“一站式”登记服务平台，

实现外资登记注册不出港区的新突破，国家工商总

局第六期外资登记管理培训班全体学员到如皋现

场观摩。９月，研究制订《公司设立登记外网申请、

内网受理的实施意见》和《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登

记规范》，得到企业认可和市领导肯定。１１月，多

方沟通协调，促进太仓农药厂有限公司顺利搬迁如

皋精细化工园（石庄镇绥江路８号）。

个体、私企及外资监管　年内，全市继续启动

“政府（综治办）统一领导，工商部门牵头协调，职能

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无照经营清理工作机

制，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信息资源共享、成员单

位联合执法行动以及建立考核督查制度，促进市场

经营主体规范。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６２０人

次，检查经营户５６００多户，疏导办照４５５户，立案

查处一般程序无证无照经营案件３８件。扎实有序

推进规范化监管示范街的创建工作，全市９个示范

街７８３个经营户，年检、验照率，监管人员联络卡公

示率，亮照、亮证率，明码标价率，诚信承诺率均达

１００％。先后出台《如皋工商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管理工作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监督管理工作规

范》、《如皋市外商投资企业远程核准登记办法》、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实用手册》，建立外资企业出资

监管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牵头召开如皋市外商投资

企业出资监管工作推进会，全年规范出资企业１１

家，对因欠缴出资且未参加２０１０年度年检的４０家

企业予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查处逾期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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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２家。３月，出台服务税源经济９项措施，

从加强企业股权变更登记管理、加强个人出租商用

房管理、引导外地企业在本地落户、高效服务大项

目建设等方面，落实服务税源经济具体内容，得到

市政府高度肯定，并被市政府办公室以文件形式转

发。５月，出台，《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

恢复经营资格工作规范》，对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尊

重因逾期未年检被吊销企业存续的权利，规范被吊

销企业申请存续的救济工作进行有益探索。８月

２３日，南通系统未参加年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恢复经营资格工作规范研讨会在如皋举行，来自江

苏省工商局、南通市纪委、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

通市法制办及南京大学等领导、专家参加研讨。

市场培育与监管　年内，市工商局组织开展各

类市场专项整治８次、农资商品质量抽检５次，分

别查处农贸市场食品案件５４件、农资案件２０件、

猪肉销售案件６件，没收不合格化肥７２．５吨、问题

食品４５２公斤、问题猪肉１０５公斤。组织开展“农

资经营示范店”创建活动。建立“红盾护农工作站”

２９个，引导、培育如皋农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为

覆盖全国的大型农产品网络交易平台。先后组织

开展创建平安市场、全国文明城市、健康市场和新

一轮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活动，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１８家，创建培育南通市级平安市场１７家、如皋

市级平安市场２８家，如皋城北市场有限公司获全

国文明诚信示范市场称号。建立完善网站、网店经

营数据库１６５０户，指导帮助２０家企业推行电子标

识公开工作。４月，会同市农委、供销总社、放心消

费创建办等部门出台《关于在全市开展农资经营示

范店建设的实施意见》，培育省级农资经营示范店

５家、南通市级农资经营示范店２２家、如皋市级农

资经营示范店６０家。

商标、广告管理　年内，全市新申请商标注册

１０９９件，“如皋肠衣”成功申报集体商标，“如皋黑

塌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通过商标局审查并初审公

告，江苏元升太阳能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成功申请

国际注册商标８件，“鼎”牌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认

定。全市累计拥有注册商标３２６３件，其中国家驰

名商标２件、江苏省著名商标２７件、南通市知名商

标６２件。全市有在册广告公司１２０家，广告从业

人员５８０人，广告经营总额达８８００余万元。指导

江苏金莱雅集团广告有限公司上报媒体服务类三

级资质，突破如皋广告业界资质为零的现状。组织

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广告节作品大赛，分别获省级

金、银奖各１件，入围奖２件，南通市一、二、三等奖

７件。６月，市工商局牵头召开全市商标战略推进

会，推动市政府出台《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工作的意

见》，完善“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企业主体、社会参

与”的运行机制。

全市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工作会议

　　合同管理　年内，市工商局累计办理抵押登记

１２３件，实现主债权１５．７亿元，盘活企业资产３０

亿元，其中南通市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动产抵押单笔

融资达３．６亿元，为近年来全市主债权金额最大的

动产抵押登记。通过股权出质担保债权金额达

２．５亿美元，帮助企业获银行贷款１１．３亿元。２月

起，认真落实国家工商总局部署的整治利用合同格

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围绕供气、

供水、房地产销售、快递、汽车销售、中介、汽车销

售、超市、餐饮、娱乐场所、物业、装饰装修等１２大

行业，查处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等案件

６０起。制订并推广使用《如皋市花木产品购销合

同》、《江苏省汽车买卖合同》，指导４家汽车企业自

制合同文本并到工商部门备案。

消费者权益保护　年内，市工商局实施“一个

分局建立一个维权示范基地”规划，开展以“如城进

工地、开发区进市场、城东进村居、白蒲进学校、长

江进企业、磨头进军营、城西进车站”主题活动，促

进维权体系的多层面覆盖。选择珠宝饰品、钢材、床

上用品等１６个品种９０个批次商品进行抽检，对３２个

批次不合格商品涉及的１７个经营主体予以立案查

处。开展电信服务、汽车４Ｓ店、网络广告领域等５项

消费维权专项整治行动，查办各类消费维权案件

·２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１１４件，罚没入库２２９．１５万元。３月，选择文峰大世

界、大润发购物中心、丰乐街道、泰幕士服饰、人寿

保险如皋支公司等８处妇女集聚场所建立妇女消费

教育基地。９月，成立以律师、商品质量检测、媒体从

业、商品质量协会成员单位客服以及有志于消费维

权事业，且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人员共

同参与的“雉水消费维权志愿者同盟”。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年内，市工商局连续第三

年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顿“天网行动”，组织食

品安全系列专项整治，查办一般程序食品违法案件

１７０起，案值２４０万元。６月，围绕“共建诚信家园，

同铸食品安全”主题，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进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组织近２００名经

营户参加全国食品安全科普知识竞赛。积极推进

食品安全示范店和示范街建设，至年底，全市建立

南通市级食品安全示范店１８家，如皋市级食品安

全示范店３３９家、食品安全示范街９条。

公平交易执法　年内，市工商局组织开展以食

品、农资等为重点的“打假冒、惠民生、促发展”专项

执法行动，以创建“无传销社区（村）”为内容的“打

击传销、规范直销”专项执法行动，以汽车销售４Ｓ

服务企业为主体的经营行为和配件质量专项执法

行动，累计立案查处一般程序案件５８３件，结案一

般程序案件４９７件，罚没入库４００．６９万元，其中罚

没万元以上案件８６件、１０万元以上案件１２件、３０

万元以上案件２件，案件涉及供气、汽车销售、房地

产、危险化学品、农资、建材、食品、直销等多个领

域，并在不规范直销、传销、傍名牌、建筑等领域商

业贿赂案件的查办取得突破。

消费者协会　年内，市消费者协会及所属分会

累计受理调处消费纠纷１５７６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１５９．７万元，消费者满意度达９６．７％。在

全市２０家重点企业建立消费维权直通站处理消费

争议的和解制度，积极主动解决消费争议５７２６件，

其做法在中消协《工作通讯》和中消协组织的全国

性会议上交流。继续加强和完善基层“消调对接”

在“机构、人员、职能、保障和考核”等五项基础制度

建设，“消调对接如皋模式”分别作为全省消协组织

融入社会大调解体系现场会的观摩点和南通政法

系统大调解现场会的参观点，得到中消协秘书长姜

天波和南通政法委书记曹斌的高度好评。“３·１５”

期间，开展“消费与安全”主题大型现场消费宣传和

咨询服务１０大系列活动。

私营个体经济协会　年内，市私营个体经济协

会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配备专职人员４名和临时

人员１名，落实基层分会专职人员１８名，设立会员

小组３３个和行业小组１３个。积极搭建用工合作

平台，常年在人才市场设立协会服务会员单位招工

专柜。积极推进“银企对接”，累计推荐１６８５户会

员企业与建行、中行、工行都签订合作协议，累计融

资１１．３７亿元。２月，依托工商注册窗口建立“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站１０个。３月，组织３家会员单

位赴青海省参加由青海省工商局、青海省个私协会

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１１名优秀大学生

与３家会员企业达成用工协议。５～７月，与市文

明办等八部门在全市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联

合开展首届如皋市“诚信之星”评选活动，评出冒志

勇等９名“诚信之星”。

【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实施“爱心帮扶”工程】　年内，

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组织实施“爱心帮扶”工程。１

月，协会及分会为１２名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

的学生发放助学金６０００元，并引导理事单位与其

中两名小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每年资助其学习费用

直至大学毕业。４月，组织全市部分优秀品牌民营

企业举办以“关爱下一代”为主题的大型广场义卖

义演活动，相关企业主与９名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

子，给予每个学生首批捐助款８００元，并向全市会

员单位发出资助困难群体的倡议。９月，组织会员

单位为一贫困孤儿捐资助学４万多元，圆其大

学梦。

（缪鹏飞）

“关爱下一代”广场义卖义演活动

·３８２·综合经济管理



质质质量量量技技技术术术监监监督督督

【概况】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辖产品质量检验所、

计量检定测试所、江苏省特检院南通分院如皋所，

共有在编在职干部职工７０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者６５人，硕士研究生３人，高级工程师８人，工程

师９人，高级技工２人。

综合管理　年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开展

生产许可证巡查，累计巡查企业７０家，整改２家。

开展许可证年审，参加年审企业６１家，其中合格

５９家、不合格２家。辅导１５家生产企业换发或申

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开展认证检查，体系

认证检查３１家，３Ｃ认证检查２家。组织开展名牌

产品的申报工作，共申报南通名牌４４个（其中复评

１４个、新申报３０个）、省名牌１２个（其中复评６

个、新申报６个）。组织申报南通市现场管理良好

行为企业１３家。组织申报江苏省工业企业质量信

用ＡＡ级企业４家，九鼎集团和昌癉集团进入现场

评审，６７家企业通过省质量信用Ａ级评价。组织

南通六建集团等３家企业申报南通市市长质量奖，

南通六建集团和江中集团初选入围，进入现场评

审。组织３家企业１０个课题报名参加“中远川崎

杯”ＱＣ小组成果发布赛，其中２个课题获二等奖，

２个课题获三等奖。举办《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标

准宣贯和自我评价培训班，参加宣贯会近５０人。

开展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企业专项整治

活动，检查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企业４

家。全市４家企业参与制订、修订的２项国标、１１

项行标先后发布实施，其中有：江苏熔盛重工有限

公司２项国标《海船系泊及航行试验通则》（ＧＢ／

Ｔ３４７１－２０１１）、《船舶工艺术语修、造船设施》

（ＧＢ／Ｔ１２９２３－２０１１），６项行标《船泊涂装作业安

全规程》（ＣＢ３３８１－２０１２）、《船厂起重作业安全要

求》（ＣＢ３３８１－２０１２）、《船厂电气作业安全要求》

（ＣＢ３７８６－２０１２）、《船厂安全标志使用要求》

（ＣＢ４２０３－２０１２）、《船 厂 脚 手 架 安 全 要 求》

（ＣＢ４２０２－２０１２）、《重大件吊装作业安全要求》

（ＣＢ４２０５－２０１２）；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作为标

准第一起草单位制订的行标《５－二氯硝基苯》

（ＨＧ／Ｔ４２４６－２０１１）；南通思瑞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作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修订的行标《制革机械振荡

拉软机》（ＱＢ／Ｔ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南通鸿志化工有限

公司参与修订的行标《硼氢化钾》（ＨＧ／Ｔ３５８４－

２０１１）、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修订的２项行

标《乡镇建设用预应力混凝土矩形檩条》（ＪＣ／

Ｔ６２９－２０１１）、《乡镇建设用混凝土构件质量检测

方法》（ＪＣ／Ｔ６２４－２０１１）。全市共有国标立项３

项、行标立项２项。加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申报力

度，与市农委密切合作，挖掘潜力，共组织申报如皋

市“万顷良田”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搬经镇循环经济

农业示范区、女贞标准化生产示范区、蝶尾金鱼养

殖标准化示范区４个省级示范区项目。积极参加

省、南通市级地方农业标准申报工作，累计申报省

级地方标准６项、南通市级地方标准７项，其中省

级农业地方标准《桑园套种甜豌豆技术规程》

（ＤＢ３２／Ｔ２１１１－２０１２）发布实施，南通市级农业地

方标准《规模猪场生猪生产技术规程》（ＤＢ３２０６／

Ｔ１９２－２０１２）、《中华鳖生态养殖技术规程》

（ＤＢ３２０６／Ｔ１９３－２０１２）通过评审并发布实施。

行政执法　年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把涉及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民生”产品作为行政执

法工作的方向，把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食品和建材产

品作为稽查工作的重点，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

法行为。累计立案办理各类质监行政违法案件７４

起，其中食品类案件３８起、特种设备类案件１２起、

建材类案件１２起，３类案件占全部立案案件总量

的８３．８％。

安全监察　年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制订特种

设备安全工作计划及阶段工作重点，坚持专项整治

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狠抓特种设备基础台账建设，

有的放矢地做好预防，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全

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胡　俊）

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及死亡

人数实现同比“双下降”目标，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

生产事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江苏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评为全省输油气管道安全生产先

进集体，被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评为南通市

·４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安全生产宣传先进单位、职业卫生安全监管工作先

进集体、服务企业工作先进单位、安全生产法制工

作先进单位、安全生产信息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安

全生产目标管理优胜单位，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评

为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红旗单位、档案工作先进集

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职责落实　年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先后

制订下发《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

划〉的通知》、《关于印发〈如皋市２０１２年度安全生

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关于调整如皋市

安委会成员的通知》、《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安全

生产“打非治违”秋冬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如皋

市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有关安全

生产的政策文件，完善安全生产“一岗双责”、“一票

否决”等制度，严格执行警示约谈制度，健全安全生

产目标任务和控制体系，层层落实安全生产目标

责任。

监管监察　年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和南通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国务院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和

在安全生产领域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

总体部署，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工

作方针，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以“遏制

各类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强

化监管和执法举措，全力压降事故。组织开展烟花

爆竹安全专项治理，打击烟花爆竹“四私”行为，累

计缴获伪劣烟花２２７２０箱、双响炮３５９９２只、鞭

１０４３条，立案查处８起，行政拘留８人，追究刑事

责任１人。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制

度化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７０家次，排查

出安全隐患６１８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督查特种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专项行动，累计查处无证或证

照不全从事建设生产经营活动５起，特种作业人员

不按规定持证上岗５０６起，其他非法违法建设生产

经营活动８起。全年累计立案查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７３起，处理报案３１起。

安全标准化建设　年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制订下发《如皋市关于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标准化

工作的通知》。按照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安全标

准化目标要求，全市７０家危化生产和仓储企业通

过三级标准化验收，９家船舶修造钢结构企业通过

三级标准化验收，全市３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全部

通过三级标准化验收，２３家其他企业通过标准化

验收。

安全社区创建　年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制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的通

知》，全市２２家社区启动安全社区创建活动，至年

底，１９家社区通过“南通市级安全社区”创建验收。

宣传教育　年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先后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宣传咨询、安全

生产图片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安全生产短信发

送和送安全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安全宣

传活动，全市累计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３万多

份，悬挂、张贴宣传横幅１５００多条，播放电子屏安

全生产宣传片３０００余次，每季编辑发行《如皋安全

生产动态》。组织编印《致全市企业安全生产一封

公开信》１０万份、《如皋市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剖析汇编》１０万本，向市民和有关人员免费发放。

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救援演练２６场次。

全市化学危险品安全应急演练

　　安全许可　年内，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累计

发放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１６份，危险化学品（农

药）经营（零售）许可证２１份，易制毒化学品备案证

明７份，应急预案备案１２６份，重大危险源备案１７

份。出具非危险化学品查询证明３１份。

（李洁华）

物物物　　　价价价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１０１．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１００．２％，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１０３．１％。市物价局获江苏省价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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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成本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价

格举报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收费统计工作先进集

体、南通市物价局政务信息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价格调控　年内，市物价局为稳定价格总水

平，根据江苏省、南通市价格调控目标责任制有关

要求，提请市政府出台《如皋市２０１２年价格调控目

标责任制实施意见》，并启动如皋市市场价格调控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市场价格调控联席会议，

负责价格调控目标责任的制订、督查和考核，定期

分析价格运行情况，预测价格走势，提出政策措施

建议，落实价格调控措施。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照

职责，在扩大农副产品生产、保障消费需求、加强监

督管理、落实优惠政策等方面开展工作。提请市政

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３００万元，主要用于：政府依

法采取相应价格措施时，对相关商品的生产者、经

营者给予适当补偿；为保障供给，促进流通，引导结

构调整，对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储存等

给予补贴或贴息；对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

涨或调整政府定价而基本生活受影响的低收入群

集给予临时价格补贴等。

价格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落实《省物价局关

于降低海藻碘盐价格的通知》（苏价工〔２０１２〕２３８

号）要求，全市盐品经营户２９４９家、配送企业７家

总计结存海藻盐１４２吨，降价优惠３９．０５万元。贯

彻江苏省物价局《关于明确秸秆初加工用电有关政

策的通知》精神，指导全市２０家秸秆初加工企业申

报惠农电价。落实农作物种子销售指导价、粮食最

低收购价格和补贴政策，降低主要农作物用种成

本，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规范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价格行为，坚持商品房明码标

价制度及网上公示制度，逐步推进明码实价。贯彻

《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优惠政策及租金管理意

见》，确保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等其他政策性保障住房建设各项优

惠政策落实。落实与基本药物制度相关中药饮片

及其他价格政策，贯彻执行第二类疫苗流通环节价

格备案管理。配合江苏省、南通市物价局对全市二

级医院２３４个品种的廉价药品（２．５元以下）开展

遴选工作。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用电价格，搬经

江泉自来水厂经审核确认，年减少用电费用约１０

万元。

收费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提请市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治理规范涉企收费支持企业发展的意

见》（皋政发〔２０１２〕３８号），共清理对小型、微型企

业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２５项，取消行政事业

性收费２７项，取消经营服务性收费５项，取缔收费

项目１４项，降低收费项目４项，明确减免和降低收

费项目１４个和基金１个。制订《如皋市农村道路

客运价格管理实施细则》、如皋市农村客运中型中

级车型单位运价，报政府批准，为顺利出台新农村

客运票价打下基础。落实南通市车辆救援服务收

费标准政策，规范社会车辆救援收费行为。落实青

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明确对儿童、学生、未成年

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宗教人士等群体门

票价格的优惠范围和标准。会同市卫生主管部门，

结合居民收入水平、社区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及服务

质量，制订符合实际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对有条

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设惠民门诊，提供优惠服

务，实行费用减免。与市交通、公安、教育等部门协

同解决由于教育区域规划调整带来的学生上学路

途遥远问题，探索学生接送专用车运行服务管理模

式。开展收费许可证年审和换证工作，参加收费年

审单位中，８个单位被建议整改，２个单位被移交检

查部门处理。

成本监审　年内，市物价局按照国家和江苏省

农本和成本监审工作会议部署，突出农产品和重要

商品成本调查，强化定价成本监审，完成中小规模

生猪养殖、农产品成本常规调查、直报调查、专项调

查与预测等各项调查任务。按时调查生猪价格、存

栏数量，及时了解生猪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为国

家和各级政府及时掌握生猪生产情况、供求情况、

价格变化情况提供准确资料。预测２０１２年主要农

产品生产成本，针对农户生产情况提出建议和解决

方法，为政府有效掌握农业生产，指导农户科学生

产提供信息支持。增加后备记账员，每个品种不少

于２个预备调查户。完善农本调查登记、填报、核

算、分析、运用等全程质量管理体系，运用调查户代

表性审核、土地成本调查、单产单价核对、量费价关

系核对等质量审核方法，提高国家和省定农本调查

质量。完善成本监审制度，贯彻执行《政府制定价

格成本监审办法》，完成出租车运价成本、城市供水

定价成本调查监审任务。

价格监测　年内，市物价局把“调查和分析重

要商品、服务价格以及相关成本与市场供求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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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作为价格监测基本任务，密切关注价格运行

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掌握粮油肉、成品

油、农资、药品等事关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性商品价格变动情况，加大市场价格波动分析力

度，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决策依据。细化价格异动

警情判断定量标准，对定期监测内容进行归并整

合，调整监测品种。做好粮食、副食品、农业生产资

料、生猪（仔猪）、苗木等重要商品价格监测的日报、

周报和月报工作。以主城区３家较大农贸市场及

大型商贸企业为价格监测采集点，及时发布平均价

格，选择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主副食品、蔬菜作

为公示内容，通过如皋市政府门户网站、如皋物价

局网站、数字电视、报纸、社区公示栏、广场ＬＥＤ显

示屏等渠道进行公示，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

监督检查　年内，市物价局认真贯彻落实《江

苏省明码实价规定（试行）》，组织召开“明码实价”

先行试点工作部署会，推行明码实价工作。针对不

同节日消费热点，规范主副食品市场、交通运输价

格、旅游景点、停车等重点领域服务收费。开展医

药卫生服务价格检查，重点检查乡镇医院及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执行基本药物目录制度及医疗收费情

况，查出医疗卫生服务价格违法违规行为８大类，

涉案金额６０余万元。３月，开展涉农价格与收费

专项检查，检查农机、教育、医院、计划生育、国土规

划、文广、农资、水务、民政等涉及农村收费行业共

２５个单位。与市财政、教育等部门共同开展治理

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专项行动，落实义务阶

段免费政策。加强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学校超市明

码标价、学校食堂伙食费的管理及核算。完善商品

房销售“一套一标价”制度，落实代收／代办收费和

物业服务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商品房经营者不得在

标价之外加收任何未标明费用。开展海关、海事、

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收费行为专项检查，规范进

出口环节收费行为，改善外贸发展环境。累计查处

价格违法案件１０件，没收违法所得５２．１９万元。

累计受理各类价格咨询和投诉３２３件，办结率

１００％，满意率９９．７％。

价格认证　年内，市价格认证中心紧扣围绕中

心、服务发展、促进和谐主题，以价格鉴定为基础、

以价格事务为依托、以价格认证为拓展，巩固刑事

涉案物价格鉴定阵地，拓展涉税财产价格鉴定、涉

纪财产价格鉴定、行政涉案财产价格鉴定及价格认

证领域，开展价格纠纷调解，扩大工作范围，提升工

作水平。累计办理各类价格鉴定、认证案件１３１４

件，鉴定金额８．９亿元，调解价格纠纷４７件，无一

例复议案件，为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税务机关规范

税收征管、处理价格纠纷提供准确价格依据。

价格公共服务　年内，市物价局开展以价格公

示进社区、价格政策进社区、价格队伍进社区、价格

监督进社区、价格调解进社区、惠民直销进社区为

主要内容的“价格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６月１３

日，在如城镇陆桥社区召开“价格服务进社区”现场

推进会。至年底，“价格服务进社区”活动在主城区

４个街道共１６个社区实现全覆盖，召开座谈会４

场，建立价格服务站１６个，聘请价格信息员３７名，

开展价格服务现场咨询２次，发放宣传手册９００余

册，设置价格公示栏４０余块、价格宣传标语２０余

幅，公布价格信息５２期。树“价格诚信单位”典型，

全年共有７家单位获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称号。

运用“平价商店价格考核网络系统”定期比较分析

市场与平价商店主副食品及蔬菜价格，加大对平价

商店考核力度，确保平价商店销售１５个品种以上

蔬菜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水平１５％以上，培育

并发展省级平价商店１０家。依托市价格认证中心

成立价格纠纷调处中心，负责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之间价格行政争议及民事价格纠纷，依托大调解

体系，明确价调对接方案。通过建立专业化价格纠

纷调解组织网络和实体运作平台，实现社会调解资

源与价格纠纷专业调解资源有效整合和优势互补，

及时有效化解价格纠纷。

【调整出租汽车运价政策】　６月１５日起，依据《江

苏省定价目录》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规

定，经市政府同意，全市出租汽车运价实行新的运

价政策。起步价：由５元／２公里调整为８元／２．５

公里，同时取消加收的２元／车·次燃油附加费。

车公里租价：由单程由２元／公里调整为２．４元／公

里，双程由１．２元／公里调整为１．６元／公里。空驶

费：单程总里程超过２５公里后超过部分按每公里

２．６０元计算，单程总里程超过４０公里后超过部分

按每公里２．８０元计算，往返载客不加收空驶费。

夜间（２３：００～０５：００）收费：车公里租价加收２０％

的夜间行驶费。等候费：免费等候时间５分钟，超

过５分钟按０．４０元／分钟计费。计费里程：超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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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里程后，以行驶０．５０公里为计算单位，自２．６０

公里开始计费。

【居民用电实行阶梯式电价】　７月１日起，全市居

民用电实行阶梯式电价政策。每户居民月用电量

分为三个档次计价：第一档为２３０千瓦时及以内，

维持现行电价标准；第二档为２３１～４００千瓦时，在

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０．０５元；第三

档为高于４００千瓦时部分，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

上，每千瓦时加价０．３元。对家庭户籍人口在５人

（含５人）以上的用户，每月增加１００千瓦时阶梯电

价基数。阶梯电价以年为周期执行，全年分档电量

按照月度电量标准乘以月份计算，执行相应分档的

电价标准。对困难群体给予一定免费电量，城乡

“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给予１５

千瓦时免费用电基数，采取“即收即返”方式，供电

企业根据民政部门定期提供的城乡“低保户”和农

村“五保户”家庭清单，从抄表月份第一档电量中扣

除对应免费电量后，计算当月应收电费。

【收费单位诚信等级评价制度】　８月，市物价局提

请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收费单位诚信等级评价管

理制度的通知》，对在价格主管部门领取《收费许可

证》和纳入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管理的行政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其他机构及部分垄断行业，建立收费

诚信等级评价制度，结合收费单位收费政策执行情

况，根据统一的评价内容、标准和程序，将收费单位

诚信评定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四个等

级，分别采取不同措施进行监督和管理。

全市纳入收费诚信等级评价的单位３１６家，评

定四星级收费诚信单位１７２家、三星级７４家、二星

级８家、一星级６２家。市物价局推行的收费单位

诚信等级评价制度获２０１２年度南通市价格系统

“创新奖”项目。

【市（县）级公立医院（试点）医药价格综合改革】　

　年内，全市市级公立医院实施医药价格综合改

革，如皋是南通地区唯一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市（县）。改革市（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取消

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改革医疗服务定价机

制，对体现医疗技术和医护人员劳务价值的医疗服

务项目试行目标价格定价机制，提高诊察费价格；

提高综合服务类和体现医疗技术的治疗、手术价

格；以材料、设备等物质消耗占成本主体医疗服务

项目按成本定价；提高市（县）级医院病房床位价

格；降低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部分大型设备检

查和检验项目价格；制订大生化等常规套餐价格；

改革中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取消特需病房床位费、

高级专家诊疗中心专家门诊（会诊）诊查费两项特

需医疗服务收费；改革价格管理机制，由市（县）级

价格主管部门对区域内市（县）级公立医院实行动

态管理，医疗服务价格有升有降，促进医疗机构合

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

（周小宏）

统统统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２０个镇（区）均设立统计办

公室，配备专职统计助理。全市１６６个村和１６３个

涉农居委会均配备专兼职统计员，所有纳入统计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均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全市有

专兼职统计人员１７８７人，其中专职１８９人。全市

在职统计人员中，高级统计职称８人，中级统计职

称９１人，初级统计职称１８４人。全市累计参加统

计从业资格继续教育者５７９人，参加统计从业资格

新证培训者４２２人。市统计局被江苏省统计局表

彰为县级统计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被南通市

统计局和南通市宣传部联合表彰为文化产业统计

工作先进单位，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单

位、服务业先进工作单位。统计教育工作、农村住

户调查工作、工业品价格调查工作获南通市统计局

专业评比一等奖。

数据收集　年内，市统计局有工业、农村（农

经、农综、住户、产量）、国民经济核算、市（县）基本

情况、固定资产投资、建筑、房地产、服务业、贸易、

劳动工资、能源、外经、科技、价格、城镇住户、限额

以下抽样调查、企业景气调查、基本单位调查等统

计专业２０个。全面推进企业“一套表”工程，联网直

报率达１００％。全面实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

拥有城乡调查住户２００户。完成２０１２年度全市统计

年报、定报工作，完成上级布置和有关部门委托的

全国文明城市问卷调查、县乡党委换届暨组织工作

满意度调查、法检两院系统满意度调查、国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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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建设及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经常锻炼人口抽样

调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等专题调

查１０多项，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大量有价值

的社会经济信息。扎实开展基层统计基础规范化建

设，各条线分别培育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县

级、镇（区）、企业三个层面统计“双基”工作，市统计

局首批通过省级验收并被评为示范单位。

行政执法　年内，市统计局广泛开展统计法律

法规宣传，在《统计年鉴》中增加统计法律法规小常

识，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结合“１２·４”法制宣传日

和“１２·８”《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纪念日，

组织各镇（区）统计人员开展统计法律知识竞赛活

动等。各专业科室多次深入各镇（区）、各企业、各

调查点，检查企业“一套表”填表、调查户记账的数

据质量。对规模以上工业、建筑、房地产、贸易和固

定资产投资等２８家单位开展统计监审，发出整改

通知书１８份，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６件，进一步

强化基层单位依法统计的意识，规范基层单位的统

计行为，为夯实统计数据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统计服务　年内，市统计局切实加强对宏观经

济运行状况的监测与分析，加强对新兴产业、文化

产业、科技创新等重要领域、重要行业和企业的跟

踪调查，及时把握统计数据的动态变化。深入基层

调研，准确判断经济走势，每季度召开一次专业形

势分析会，搞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和研究，提供有

鲜明个性的分析报告，积极为全市经济建设出主

意、谋对策。定期出版月度资料《统计月报》、《统计

快报》、《统计动态》，季度分析《统计内参》，年度资

料《统计年鉴》。全年累计撰写统计信息９７１篇，被

南通市录用４９６篇，被省网录用６３篇。累计撰写

统计分析８６篇，被南通市录用４６篇，被省网录用

１４篇，其中《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情况分析》

和《２０１１年度省级开发区科学发展综合情况简析》

获市委书记姜永华批示。

研究成果　年内，市统计局积极拓宽统计分析

应用领域，统计学术研讨活动富有成效。《改革现

行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方法探讨》等６篇统计分析

被《中国信息报》、《江苏统计》等报纸杂志录用，《从

研究与试验发展清查结果看科技进步对如皋经济

增长的贡献》获南通市统计局县、区优秀统计分析

报告评选二等奖。

（杨春丽）

审审审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审计局完成年度工作计划中

安排的审计项目４９个，完成市政府临时交办的审

计项目６个。向市委、市政府及上级审计机关提交

专题报告、结果报告、审计信息２５６篇，移送案件线

索８起（其中跨年度案件线索２起），协助纪检、检

察机关查办案件５起，全面完成全年审计工作

任务。

预算执行审计　１～７月，市审计局按照市政

府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

方案，审计全市２０１１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审计过程紧扣预算执行主线，主要审

计市财政局具体组织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及政策执行情况、社

会保障等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交通局等５个

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长江镇（如皋港区）等８个

镇（区）财政决算情况，共立项审计２５个单位，审计

资金总额约占财政资金总量的６０％以上，查出各

类违纪、违规和管理不规范资金０．９６亿元。“同级

审”工作按照“揭露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提高

绩效”的总体思路，围绕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进一

步拓展预算执行审计的深度和广度。注重检查和

反映预算执行的整体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关注

财税政策和改革措施落实到位情况。把预算执行

结果情况、非税收入征收与管理情况、“三公”经费

控制和政府性负债等情况作为审计重点，认真查找

和揭示问题，剖析原因。审计和评价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财政支出的效益性，跟踪财政资金使用的总

体效果。分析研究一些镇（区）预算执行刚性不足、

无预算支出或超预算支出现象，对部分项目超预算

支出、经济事项在政府性公司核算行为提出整改

措施。

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按照《党政主

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

定》的要求，全年累计实施经济责任审计项目２２

个，对３０名领导干部实施任中或离任审计。充分

依托“三责联审”平台，对领导干部实施综合监督，

把审计监督与组织人事监督有机衔接，借助组织人

事部门的职能拓展审计功能、放大审计影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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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权威。着重围绕“权力”和“责任”开展审计，分

析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所作重大经济决策所产

生的显绩和潜绩，客观评价其经济决策能力、应承

担的责任类型和决策的效益，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在

重大事项决策中的民主、科学、透明情况和在执行

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征地拆迁中失地农民利益保

障情况、安置房建设的质量情况、与群众结算拆迁

补偿费的情况、“过渡费”的来源和发放情况等惠民

政策方面的情况，重点关注领导干部的履职过程及

结果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群众的

满意度，着重检查单位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及制度执

行的有效性和落实情况。通过综合分析，对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和审计目标，坚持客

观公正的评价原则，对前任领导干部和继任领导的

经济责任加以甄别，力求使报告更具权威性、公正

性，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廉洁

从政意识。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累计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项目７７１个，审计核减投资金额

５．７８亿元。针对近年来全市固定资产财政投资规

模剧增的态势，对全市财政投资固定资产资金实施

全面审计监督，从项目立项、招投标、合同签订、工

程实施、项目监理、竣工结算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过

程、全方位跟踪监督，从源头上遏制决策失误，在建

设过程中杜绝违规操作。在跟踪审计中及时发出

跟踪审计意见书，提出针对性审计建议，切实发挥

审计监督作用。抓住政府和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焦

点问题，加强国土资金、水利建设、农村公路、学校

建设和农民集中居住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审计，围绕

建设项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专款专用规定，坚决

核减高估冒算的成分。

民生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重点关注民生领域

审计，努力实现国家政策普惠于民。在审计署统一

组织实施的全国社保资金审计和中小学布局调整

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中，充分发挥计算机审计的强大

功能，保证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按照统一

实施方案顺利地完成社保资金审计任务。通过审

计，对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强化基金征收，维护

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内部审计　年内，全市各镇（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现有内审机构５０多家、内部审计人员２００多

名。市审计局和内部审计协会创新思路和方法，通

过理论研讨、咨询服务、培训交流，服务内审机构，

交流内审情况，宣传内审经验，指导内审工作。年

度安排每个镇（区）“一条鞭”审计项目１个，对全市

各镇（区）和部门的内审机构分别通过“八个统一”

（统一方案、统一时间、统一实施、统一标准、统一考

核、统一讲评、统一整改、统一验收），对共性问题在

全市面上予以推进解决广泛落实，对个性问题予以

个别指导加以克服。全市镇（区）、机关部门内审机

构全年累计组织实施审计项目１０５个，查出管理不

规范资金８９５０万元。仅如城镇在对某社区的集体

资金审计中，即清理出应收未收资金１８０９万元。

市公安局审计室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累计完成基建审计

项目２２１个，合计送审金额１６２８．５５万元，合计核

减工程造价３７４．５４万元，核减率达２３％，其“三

必”（逢建必审、凡建必跟、每审必慎）做法成效显

著，连年被上级公安系统和市政府被评为先进内审

机构。在省和南通市内审协会组织的有关理论研

讨文章评选中，全市获二等奖、三等奖和鼓励奖各

１个，市内部审计协会获优秀组织奖；在项目质量

评比中，获二等奖、三等奖各１个。市审计局认真

组织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培训，参加培训人

数同比增加４０％。

【市人大“同意、满意、敬意”肯定审计工作】　２月，

在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与会人大

常委们在听取和审议《如皋市２０１１年度财政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后，认为：

“审计部门克服人手紧、任务重的困难，依法积极履

行职责，近年来的审计工作，每年都有新提升、新亮

点，成效明显。”对“同级审”报告内容表示同意，对

审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对审计工作者的辛

勤付出表示敬意。

【审计整改注重长效化和制度建设】　年内，市审计

局针对往年审计整改不彻底、屡审屡犯、落实难度

大的问题，提请市政府以“交办单”形式加大审计整

改力度。市政府专题召开２０１１年度“同级审”整改

交办会议，对１２项重要整改事项发出“交办单”，明

确提出整改期限、目标、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及纪

律要求。对搞好审计整改工作提出完善制度、提升

管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

门相继研究出台《如皋市政府投资项目财政管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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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如皋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财政投资

评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政府投

资工程建设程序和控制投资规模的通知》等规范性

文件。

【加大对村（社区）级工程的延伸审计力度】　年内，

市审计局针对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村（社区）级工

程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呈倒挂现象，镇（区、园）领

导管理意识不强、管理力量薄弱，部分工程存在无

合法用地、无规划设计、无招投标手续、无规范合

同、无工程监理、无竣工验收、无审计把关、无资金

监管的“八无”现象，群众利益和集体利益面临被少

数人利用或侵蚀的风险等情况，加大对村级工程管

理情况的延伸审计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向相关单位

和领导发出预警，强化监督管理。

（吴从军）

招招招 投投投 标标标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共计实施

招投标项目７３０个，标的额７２．９５亿元，其中国有

投资项目６１６个，投资额５０．１５亿元。通过招投

标，为国家和集体节约资金１．９４亿元。

工程招投标　年内，市招标办结合实际，多措

并举规范招投标行为，不断优化服务环境。推进企

业诚信数据库建设，进库企业达８０多家，在数量和

质量上均居南通市首位。推行ＢＴ项目公开招投

标。明确ＢＴ项目必须做到“三有”（有图纸、有清

单、有预算），且只有在２次流标以后方可竞争性谈

判。与纪检监察、财政、审计、住建、交通、水务等７

部门联合加大中标工程管理，形成标后监管合力，

采取每季一例会、半年一检查的方式，合围各种违

法违规行为。通过检查５９个项目的施工现场和

３１５份台账资料，查出６个方面问题，逐个督促整

改，巩固招投标成果。

　　执法监督　年内，市招投标办通过推行信息公

开，健全规范性文件，公正处理质疑、投诉事项，维

护好招投标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全年累计处理违

法违规行为１２起，对其中４家予以行政处罚，罚款

金额１６．１２４万元，对８家企业记入不良行为，予以

停标共１６６个月，并将具有轻微违法行为的１３家

企业列入“黄名单”重点监管。

　　诚信建设　年内，市招投标办在招投标团队中

深入开展诚信主题教育活动。精心制作诚信招投

标宣传短片，针对招投标过程中常见的不良行为，

突出诚信教育主题，运用多多媒体表现技法，通过

视觉冲击力提高教育效果。组织专业人员编写《诚

信之歌》，邀请如皋文艺界名人演唱，制作成ＤＶＤ，

在招标现场播放，通过优美的旋律，激发投标人诚

信心灵。在招投标中心布置诚信文化展板画廊，通

过图文并茂的画展，让进入投标市场各方接受潜移

默化的教育。

２０１２年全市招投标项目情况统计

　表５４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节资额

（万元）

房屋建筑 ７３ ２７７３７６．０１３５ ／

市政设施 ２２３ ４９３６７．５４３５６ ／

装饰装修 １９ ８２９７．５１９９ ／

绿化工程 ２７ １４２６７．７０３ ／

监理项目 １２ ２１３１．５４ ／

设计项目 ９ ５５７．２３ ／

政府采购 ４２ １３２３９．２７４ ／

其他类型 ３９ ２４１４４．３５０９ ／

直接发包 ２６０ ２８５３９６．４３０９ ／

合　计 ７０４ ６７４７７７．６０５８ １９４２５．９０

２０１２年全市国有投资项目情况统计

　表５５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节资额

（万元）

房屋建筑 ６８ ２７５１９６．８２３５ ／

市政设施 ２０６ ４６９１８．６７３１６ ／

装饰装修 １７ ７０１７．６６９９ ／

绿化工程 ２３ ４０２３．６３３ ／

监理项目 １１ １６６８．５４ ／

设计项目 ９ ５５７．２３ ／

政府采购 ４１ １１９６１．２７４ ／

其他类型 ３７ ２３６７３．３４５４ ／

直接发包 １５４ ８５４３２．０７５７５ ／

合　计 ５６６ ４５６４４９．２６４７ １２６８９．２３

·１９２·综合经济管理



２０１２年全市招标投标情况统计
　表５６

单位名称
公开招标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直接发包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招商工程

项目数（个）
标的额

（万元）

政

府

投

资

工

程

项

目

如城镇 ５６ ２５０２１．８９８ ５ ６０８４９．２８９７ １５ ２２５９４３．２

白蒲镇 １２ １５８３．９４ ９ １５３．５３０６ ０ ０

搬经镇 １３ １１７５．７５ ４ １８４．５２ ０ ０

吴窑镇 ４ ３０７．８３ ６ ９９．２５７５ ０ ０

郭园镇 ７ ５０５．６４ ８ ２９０４．１１６ ０ ０

丁堰镇 ８ １８６５．２１ ２ ３８．４８ ０ ０

下原镇 ５ ７９４．３７５１ ６ ３３１．２２ ０ ０

石庄镇 １０ １３５３．４６ ３ ７９．７８ ５ ４１２２．９

高明镇 ５ ３１３．３４ ７ １２１．５２ ０ ０

雪岸镇 ４ ３７７．６１８ ８ ９６４．６ ０ ０

磨头镇 １２ １４７３．７２ ９ １６８１．１２ １ ３３２４．０２

常青镇 ４ １１３７．７６ ５ １０７７．４４ １ ５０１０．８２

林梓镇 １２ １２９５．９２ ９ １５４．９１ ０ ０

九华镇 ４ ６２７．４４ ４ ３２４７０．６３８６ ２ ３８８８．２

江安镇 １２ ２０５１ １４ ２５２．７８９２ ４ １６３６．２

袁桥镇 ５ ５８３．８１ ４ ７４７．６４９６ １ １５４０

东陈镇 ９ ７４０．６７ ６ ３６０．２８９４５６ ０ ０

高新区桃园镇 ５ ３２７．７８ ０ ０ ０ ０

如皋港开发区 ４ １４６８．２ ７ ８０９５．１４３５ １ １００００

如皋开发区 １０ １５６０．８５ ２ １７９．３９ ２ ９９２．２

教育局 ２０ ６７６４．４９２６ ７ ４８６．４ ０ ０

住建局 ２３ ６４０５．３８８ １２ ２５５０．８４１６ ０ ０

水务局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交通运输局 ２ ２９９．４５ ３ １０２３ ３５ １１７０８．９８

政府采购 ９ ６８７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１３２ ５２６１９．３３４ １９ ３５３４．２７８４ ２ ２４２４．４９

民营投资项目 １４ 　２５０２５．４２　 １０１ １９７５３０．８６３ ０ 　０

合　　计 ４０１ １４２５４９．３１ ２６０ ３１５８９０．０４８ ６９ ２７０５９１　

总计 项目数：７３０个　　　　　　投资额：７２９４６３．１８万元

　　说明：１．本报表编制以中标公示内容为依据。２．学校工程，初中以下按所属镇统计，完中以上按教育局统计。

（陈虹丽）

行行行政政政服服服务务务审审审批批批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行政服务中心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紧扣“服务经济、方便群众”宗旨，全力推进

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强化内部管理，倡

创行政服务文化，规范完善行政许可和收费行为，

“阳光民生政务超市”大服务格局已然形成。全年

累计受理各类许可服务事项２３８８３６件，其中即办

件１７７４２８件、承诺件６１４０８件，即办件约占受理事

项总量的７４．２８％，事项到期办结率１００％，收取各

类规费５．４２亿元。主持或参与协调市领导交办及

·２９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服务对象请求协调事项８５件，召集各类评审会、协

调会、现场踏勘９３次，接待上级领导及外地行政服

务中心参观考察２２批次，受到省、南通市、如皋市

三级新闻媒体表扬４８次，收到服务对象赠送的锦

旗３９面、各类表扬信５４０多封，累计收到服务对象

纸质评议表１６００多份，窗口办件电子评议接受服

务对象评议５５００多次，综合评议满意率９９．５％。

便民服务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以行政审批

“三集中、三到位”改革为契机，进一步转变审批方

式，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不断改善政务服

务环境。出台《重大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实施

办法》，将各镇（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和重点技改

投入项目列入“绿色通道”重点服务范畴，全力服务

好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得到镇（区）政府

和业主普遍认可和赞扬。在各窗口大力开展上门

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个性化、特色化服务。

在工业项目建设及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全面推行并

联审批，由市行政服务中心牵头，通过召开专题协

调会、现场踏勘、联审会办等形式，推动项目审批提

速增效，先后为熔盛重工增资、金陵化工有限公司

外资增资、如皋港区物流信息交易平台等４０多个

重大项目提供并联审批服务，得到投资者广泛好

评。改过去“坐等式”被动服务为“上门式”主动服

务，市行政服务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不定期到分工联

系的镇区及企业走访调研，把握需求，贴近实际、主

动服务，先后为永大化工等２０多家骨干企业提供

上门服务，赢得企业好评。

作风建设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注重以文化

魅力凝聚人，以先进价值观影响人，以道德力量感

召人，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鲜明、针对性

强的活动，培育打造“阳光民生政务超市”服务品

牌，追求人民满意、社会满意，致力于贴心服务、创

新服务、无界服务，实行事事快办、难事巧办、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的办事制度，推行高效服务零障碍、

真诚服务零距离、规范服务零差错、阳光服务零违

纪、温馨服务零投诉，着力提升境界、提升素质、提

升能力、提升服务、提升形象、提升自我的行政服务

文化，让行政服务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服务理念和

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同

时，提升自己、成就自我。结合实际，突出效能型机

关创建，先后组织开展“五型”（学习型、创新型、服

务型、效能型和勤廉型）机关创建学习会、公务员职

业道德主题教育征文和演讲比赛、红十四军纪念馆

宣誓践诺仪式等系列活动，使全体行政服务工作人

员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作风效能、服务水平、勤

政廉政、群众满意度都有新提高。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主题突出的“道德讲堂”活动，采取与挂钩社区、

共建单位联办等形式，先后开展以“爱岗敬业、乐于

奉献”、“弘扬高尚美德、牢记爱与责任”、“牢记宗

旨、为民服务”、“崇德尚行、爱岗敬业”、“孝敬父母、

关爱老人”为主题的道德讲堂，通过身边人讲身边

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弘扬“存好

心、做好事、当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引领行政

服务工作人员争做道德的传播者、践行者，不断

提升文明素质。继续开展各类创新创优先进评比

活动，形成浓烈的创先争优和比、学、赶、超

氛围。

【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改革】　５月，市行政

服务中心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启动行

政审批 “三集中、三到位”（“三集中”：部门行政

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承担审批职能的科室

整建制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行政审批事项向电

子政务平台集中。“三到位”：审批事项进驻落实

到位，授权到位，电子监察到位。）改革。在市监

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市编办等部门大力支持下，

市行政服务中心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对全市

所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和审核，对各职

能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归并、流程优化、收费

标准、事项进驻、窗口授权等方案进行催办、督

办、集中审查。出台 《如皋市行政服务中心综合

绩效考核办法 （试行）》等系列规章制度，合理调

整窗口布局，完善硬件配套，实施新一轮扩容改

造工程。严格执行窗口服务绩效考核办法及相关

服务规范，推进窗口部门、“分中心”及综合窗口

“三集中三到位”改革，促进 “中心”、“分中心”

和综合窗口管理规范化。至６月２８日，硬软件建

设同步推进到位。６月３０日，各相关部门根据行

政审批 “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集中

进驻完毕。除９个 “分中心”外，进驻市行政服

务中心的政府职能部门４３个，窗口工作人员１８５

人，办理事项５９７个，集中、便民优势进一步

放大。

如皋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工作在南

·３９２·综合经济管理



通市县、市、区中推进得最早、最快、最彻底，得到如

皋市委、市政府和南通市及江苏省有关方面的充分

肯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

（袁昌明）

住住住房房房公公公积积积金金金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皋管理部

有干部职工１０人。２０１２年，全市公积金归集、贷

款等多项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南通六县市第一。为

如皋市政府提供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８８８万元，累

计达２８５３万元，当年和累计金额均位居南通６县

市第一。被省建设厅表彰为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工作先进分中心（管理部），被共青团江苏省委表彰

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青年文明号。

住房公积金归集　年内，全市新增住房公积金

开户单位１４５个，新增１１２０８人，累计开户建制单

位１６１７个，开户人数７８４４９人。全年累计归集住

房公积金５．４２亿元，归集总额２５．９４亿元，归集余

额１４．０９亿元。１２月，实现当月归集额７０４３．７万

元，为南通６县市历史最高纪录。

住房公积金贷款　年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

严格按照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订的贷款

政策办事，加大贷款政策宣传力度，创新服务举措，

组织专门班子加大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催收和执行

力度，连续保持贷款“零逾期”。全年累计发放贷款

１１９９户，贷款金额３．２１亿元，累计贷款余额由年

初的１０．９亿元上升至１２．６亿元，继续保持南通６

县市第一。

住房公积金宣传　５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

组织开展“住房公积金宣传月”活动，与公积金承办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动，利用公积金网站、大

型户外电子显示屏、悬挂宣传条幅等渠道和方式，

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５月１４日、５月２３日，南通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兼如皋管理部主任

卢建斌先后分别接受《如皋房地产》栏目、《如皋新

闻》栏目采访，宣传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和服务举

措。５月２２日，管理部副主任朱建华带队参加如

皋市第五届政风行风热线户外直播，接受群众咨

询，宣传公积金政策。

（朱宇翔）

·４９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