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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科技工作以创建国家科技

进步示范市为目标，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示范市、

创新型试点城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载体，以创

新型企业、创新型乡镇、创新型园区建设为抓手，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工程。

高新产业发展　年内，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

新能源、新医药、新型装备制造等高新产业规模化，

加大扶持力度，优先配置资源，推动产能扩张，着力

形成市场规模和技术领先优势。全市１８７家高新

技术产业企业累计实现产值５７１亿元，占规模工业

产值的４２．８７％，同比增长２８．３８％。新增高新产

业投入１２０亿元，占规模工业投入的５２．７３％，同

比增长１１．２２％。

项目申报　年内，全市申报各级各类科技项目

５６５项，立项２９７项，其中花木大世界获国家重点

星火计划立项，隆昌化工获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资

金６００万元，德峰化工获院士工作站立项。省农业

支撑计划立项数位列南通市第一，省工程中心立项

公示数南通市位列第一。全年累计获上级科技扶

持资金２１１４万元。通过落实税收财政政策，有效

激发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积极性。全市新增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２家、创新型领军企

业１家、上市后备企业２家、高新技术企业１８家、

高新技术入库企业４８家、民营科技型企业１０９家。

科技载体建设　年内，全市新建各级各类研发

机构１００家，其中省院士工作站１家、省级工程中

心６家、南通市级工程中心７家。科技城成功获批

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城镇建成国家火炬计划

如皋输变电装备特色产业基地，白蒲镇获批省创新

型试点乡镇。全市现有正式投入运行的科技孵化

器５家，累计完成孵化器建设面积４４．３５万平方

米，新增孵化面积近８６０００平方米。全市科技孵化

器共有孵化企业３８１家，其中年内新增孵化企业

８９家。全市引进本科以上科技人员１６１２人，硕士

和博士６２人，其中海外归国留学人员２４人。全市

科技载体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４５２０个。

科技金融对接　年内，市政府建立科技成果转

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１亿元和科技创新种子资金

３００万元，全市１８家企业共获风险补偿资金４９００

万元。７月，市科技局牵头举办科技金融洽谈会，

２４家企业分别和金融部门签约，签约总额７．９

亿元。

产学研合作　年内，市政府成功举办２０１２年

度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才）洽谈会，全国８１家

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４８８名专家学者参会，并邀

请来自美国、乌克兰、以色列、意大利、德国、澳大利

亚、韩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上，累计收

集高校科技成果５０００多个。市科技局累计组织各

级各类产学研活动７４次，征集企业有效技术需求

２５８个，实现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１５项，新建立紧密

型产学研合作关系４１家，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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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项，其中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７项、重大载体和

平台建设项目７项、与市政府签订的全面合作协议

４项。

知识产权保护　年内，全市申请专利７５１５件

（其中发明专利２１８０件），获专利授权３３４４件（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７５件）。市科技局组织全市企业

申报省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创建单位，力星钢

球、“皋液”液压机械、华峰化工获优秀示范单位称

号，各获奖励５万元。华峰化工申报２０１２年度省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获奖励２０万元。

神马电力通过省知识产权战略示范企业初验，并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熔盛重工、沿江农科

所、市畜牧兽医站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市获南

通市科技进步奖２１项，其中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２

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１３项。１２家企业开发的

近２０个新产品通过南通市级以上权威部门科技成

果鉴定。

（骆建网）

２０１２年全市国家、省科技计划立项项目一览
　表５７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１ 国家火炬如皋输变电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如城镇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如城

２ 无铅整流二极管 如皋市日鑫电子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下原

３ 双５－氨基四氮唑 江苏德峰药业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长江

４ ５－氨基四氮唑 南通市华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石庄

５ 纳米镍催化加氢制备邻苯二胺 江苏康恒化工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长江

６ 智能化卧式棒糖热封扭结包装系统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开发区

７ 高速精密轴承钢球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如城

８ ＪＥＳＱＨ－１１０三相供体电压互感器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开发区

９
３０万吨／年氯化芳烃废弃物综合利用产
业化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丁堰／长江

１０
ＧＷ７Ｂ－３６３Ｄ（Ｇ．Ｗ）／Ｊ３１５０－６３型户
外高压交流隔离开关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开发区

１１ ５５０ｋＶ气体绝缘复合套管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如城

１２ 双层摩擦材料自动成型液压机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开发区

１３ 自主花木新品种示范与推广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

１４
利用猪小肠黏膜精制无蛋白级肝素钠的
产业化开发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丁堰

１５
沼气发酵废弃物利用的产业化开发研究
与应用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搬经

１６
海兰褐蛋鸡健康管理与疫病控制技术
研究

如皋市玉圣禽业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高明

１７
优质出口肠衣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
化开发

如皋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开发区

１８
利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生产花木基质技
术的开发

如皋市天寿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

１９ 科技１２３９６信息化集成与应用 如皋市职业高级中学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

２０ 低碳草坪研发与推广 南通城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

２１ 稻米黄酒深加工及其综合利用 南通白蒲黄酒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白蒲

２２
禽肉制品专用发酵剂的研制与产业化
开发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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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７－１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２３ 无铅阻尼二极管（ＢＹ２２８、ＢＹ３２８） 如皋市日鑫电子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下原

２４ 抗划伤多角度ＭＦ－Ｌｅｎｓ微结构增亮膜 南通天鸿镭射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如城

２５
链网式高压输电线实时在线状态监测
装置

南通傲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开发区

２６ 国家火炬重点高企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重点高企 如城

２７ 国家火炬重点高企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重点高企 开发区

２８
ＬＥＤ用宝石级氧化铝粉体制备的研发
与推广

如皋市乐恒化工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工业） 长江

２９
高电网安全性能永磁直线电机操动高压
断路器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工业） 开发区

３０ ±１１００ＫＶ特高压直流系列复合绝缘子 江苏祥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工业） 开发区

３１ 高速精密轴承钢球的研发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科技企业
上市培育） 如城

３２ 高质量光束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光学系统 南通傲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省中小企业创新资金 开发区

３３ 东串猪高产抗病专门化母系的分子选育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计划（农业） 搬经

３４
利用猪小肠精制无蛋白级肝素钠的高效
循环技术新模式研发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计划（农业） 丁堰

３５ 功能性黄酒开发及副产物资源化利用 南通白蒲黄酒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计划（农业） 白蒲

３６
秸秆制取高品质纸浆清洁生产新技术研
究与应用

南通盛海植物纤维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计划（农业） 搬经

３７
蔷薇科主要彩叶乔木精准栽培技术集成
与示范

江苏远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计划（农业） 如城

３８
符合美国ＦＤＡ要求的高附加值产品肝
素钠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南通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省科技支撑计划（社会
发展） 开发区

３９ 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 江苏德峰药业有限公司 省企业院士工作站 长江

４０ 创新型试点乡镇 白蒲镇 省创新型试点乡镇 白蒲

４１ 省创新型领军企业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省创新型企业 长江

４２ 省专利实施计划 江苏德峰药业有限公司 省专利实施计划 长江

２０１２年全市获南通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项目一览
　表５８

序号 奖次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参与承担单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１ 特等奖
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
套设备及工程应用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如城镇

２ 二等奖 ３０００米深水铺管起重船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船舶研究
设计院、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长江镇

３ 二等奖
优质鲜食糯玉米种质创新与
应用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扬州大
学、宜兴市金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郭园镇

４ 二等奖
优质鸡选育方法研究及产业化
应用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江苏省畜牧总
站、常州立华畜禽有限公司、如皋市畜牧
兽医站、无锡市祖代鸡场有限公司、扬州
翔龙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如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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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８－１

序号 奖次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参与承担单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５ 特等奖 ３０００米深水铺管起重船建造
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６ 一等奖
氯化芳烃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与
综合利用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７ 一等奖 ＦＳ７２Ｚ－１５００Ｈ型磁性材料干
式成型液压机

南通富仕液压机床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九华镇

８ 二等奖
无铅阻尼二极管ＢＹ２２８、
ＢＹ３２８

如皋市日鑫电子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下原镇

９ 二等奖
多排多向旋喷搅拌加劲（扩头）
组合支护桩施工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吴窑镇

１０ 二等奖
高档轿车三代轮毂轴承单元专
用钢球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省滚动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１ 二等奖 超细易分散氧化铁颜料 南通宝聚颜料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１２ 二等奖
甜糯玉米保鲜与精深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国家农
业科技华东创新中心－农产品加工技术
研究中心、南通市农副产品加工技术
协会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郭园镇

１３ 三等奖 １，２－二氯丙醇 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东陈镇

１４ 三等奖 １４５ｋＶ－５５０ｋＶ气体绝缘复合
套管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５ 三等奖
螺内酯对非梗死区冠状动脉保
护作用的实验及临床研究

如皋市人民医院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６ 三等奖 二氯菊酰氯 南通天泽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石庄镇

１７ 三等奖
充气试验在预防食管癌术后合
口瘘的临床应用研究

如皋市人民医院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８ 三等奖
增强砂轮专用（ＨＳＣ）玻璃纤
维纱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９ 三等奖
ＹＡＮ７２ＦＫ－６３／￠３２０框架式
稀土永磁浮动双向成型专用液
压机

南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南通大学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白蒲镇

２０ 三等奖 皮下隧道穿刺针 如皋市人民医院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２１ 三等奖
高性能聚酯用新材料１，４－环
己烷二甲醇

江苏恒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石庄镇

２２ 三等奖 １，５－己二烯－３，４－二醇 南通市华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石庄镇

２３ 三等奖 ＣＳ１３０－４智能型高速全张四
色胶印机研究与开发

江苏昌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２４ 三等奖
南通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战略
研究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科
学技术局如皋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郭园镇

２５ 三等奖
转基因抗虫棉苏棉２７选育与
应用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种
子管理站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郭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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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名录
　表５９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镇（区）

１ 如皋市易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搬经

２ 如皋市大昌电子有限公司 搬经

３ 江苏中伟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长江

４ 江苏环洋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郭园

５ 南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白蒲

６ 南通赛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陈

７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九华

８ 南通龙源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袁桥

９ 威世药业（如皋）有限公司 开发区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镇（区）

１０ 南通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长江

１１ 江苏东旭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１２ 江苏康恒化工有限公司 长江

１３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长江

１４ 南通市力沛流体阀业有限公司 如城

１５ 南通曼特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九华

１６ 南通泰利达化工有限公司 丁堰

１７ 如皋市金陵化工有限公司 江安

１８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长江

２０１２年全市新增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录
　表６０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 所在镇（区）

１ 江苏省（如皋）包装食品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２ 江苏省超（超）临界阀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３ 江苏省（恒康）太空记忆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丁堰

４ 江苏省非标叉车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如皋市非标轴承有限公司 搬经

５ 江苏省芳杂环类药物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长江

６ 江苏省（易达）贴片二极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如皋市易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搬经

科科科技技技普普普及及及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共举办科普讲座３１６次、科

普展览８次，参观总人数１．６２万人次。组织科普

人员３３６人次开展科普咨询活动４１次。举办实用

技术培训班５３５场次，培训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群

众１１．２３万人次。

年内，市科协联手市文化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在

《如皋日报》开设《科普之窗》栏目，每周一期，每期

宣传１～２个科普知识。与市教育传媒集团合作联

办科普宣传专栏，及时报道全市科普宣传活动开展

情况。注重加强科普画廊维护管理，定期更换科普

画廊宣传内容。５月，牵头举办以“携手建设创新

型城市”为主题的２０１２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第二

十四届科普宣传周活动，与相关部门印发各种科普

资料５．５万份，举办科普讲座１４８次、学术报告会

３场、经济技术洽谈会１次，设科普宣传橱窗１１６

处，组织送科技下乡３次、科普进校园２次。组织

科普文艺进社区专场演出，组织送文艺下乡２０场

次，摆设科技、卫生、气象、普法、农林、防震、环保、

计划生育等各类咨询台１０个，全市收看、收听科普

宣传节目１０３万人次，宣传面达７２．５％。５月１８

日，科普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如皋市科普文艺进

社区演出活动，在市文化馆一楼多功能厅举行，由

３８名专家组成的市科普讲师团和科普志愿者文艺

骨干组成的市科普文艺演出团正式揭牌。市科普

文艺演出团呈献首场科普文艺演出。５月２０日，

与市文广新局、农委、环保局、计生委、文慈医院等

７家单位联合组织送科技、送戏、送医到雪岸镇雪

洪村，２６名相关部门领导、科技人员和６０多名文

艺宣传志愿者参加，设置科普、农业、环保、计生、卫

生健康等咨询服务台６个，发放家庭教育、节电手

册、环保手册、夏粮田间管理技术、眼病预防知识等

科普资料２１００多份，接受咨询人数达２００多人。５

月２２日，与市教育局共同主办，市港城实验学校承

办的市第二届青少年科技节暨科普阅读活动在港

城实验学校开幕。与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校在党

·８０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校求是礼堂举办老干部保健知识讲座，邀请中医院

老院长仲润生主讲，如城离退休老干部３００多人参

听。５月２３日，与磨头镇科协在磨头镇社区教育

学校联合举办科普周家电环保知识专题讲座，原市

环保监测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张杰和市微机学会秘

书长郭再祥分别为农民群众作“家庭节电知识”、

“家庭环保知识”专题报告。５月２６～２７日，市文

化馆在文化馆一楼展厅举办大型宇宙奥秘科普展，

图文并茂的展板、可操作的实物展品和各种外星

人、恐龙塑像，给参观者以生动形象的宇宙科普知

识教育。９月中下旬，牵头组织开展以“节约能源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

造”为主题的科普日活动。９月１４日，在市外国语

学校举办如皋市２０１２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开幕式，

为新增的科普示范社区、科普教育特色学校、科普

教育基地以及科普惠农服务站各１０个单位进行授

牌，科普演出团演出科普文艺节目１０个。９月１７

日，与市教育局、市环保局在吴窑中心小学联合举

办“科普日低碳生活”科普知识讲座，开展送科技进

校园活动，邀请张杰讲授“低碳生活”和“家庭环保”

科普知识。９月２０日，与市科技局、市地震局、市

农委联合组织１６名科技人员送科技下乡到下原镇

白李村，设置科普、防震、农业、环保等咨询服务台

５个，发放家庭教育、农家致富、防震知识等科普资

料２０多种５５２０多份，接受咨询人数达１００多人，

邀请畜牧兽医师周昌龙讲授生猪品种改良和科学

养猪技术。９月２０日，在如城镇花园社区组织科

普进社区活动，邀请市微机学会秘书长郭再祥讲解

“科学使用家电”科普知识。

５月２０日，市科协牵头组织送科技下乡活动

（蔡友兰）

防防防　　　震震震　　　减减减　　　灾灾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设有地震宏观观测点２０

个。有从事防震减灾监测和管理工作人员４４人，

其中专职人员４人，业余测报管理人员４０人。市

地震局获南通市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比二等奖、信

息外宣工作和地震安全社区创建先进工作单位。

在全省强震动观测台站评比中，市强震台获省强震

动观测运行维护和观测记录优秀奖。

基础建设　年内，市委、市政府将防震减灾工

作作为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涉及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市地震局

按照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布局科学、结构合

理、管理完善、反应迅速”地震宏观观测网络的要

求，调整全市地震宏观观测点布局，地震宏观观测

点由原来的１３个增加到２０个，实现地震宏观观测

点全市各镇（区）全覆盖。６月２０日，市政府召开

全市２０１２年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总结部署全

市防震减灾工作，各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向副市长陆雪松递交《２０１２年防震减灾目标管

理责任书》。

监测预报　年内，市地震局加强监测设施和环

境保护，确保台站运行良好。聘有专人负责设备与

环境管理，保证设备的可靠性与数据的连续性和真

实性。市地震台地震前兆微观监测点和２０个地震

前兆宏观监测点监测资料收集、传递、分析与上报

率均达１００％。７月２０日，扬州高邮市、宝应县交

界处发生Ｍ４．９级地震，市地震台捕捉到清晰地震

监测数据。

灾害预防　年内，市地震局按照市政府《关于

进一步深化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三集中、

三到位”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简化流程、归并

职能，努力实现行政审批服务再提速。将２项行政

许可事项梳理、优化和充分授权到行政服务窗口，

办理流程分别精简为３个工作日和即办。全年累

计办结抗震设防项目审批４９件。９月，完成国家

震害防御信息服务数据采集工作的数据收集、汇

总、上报任务，一次性获省局专家认可，并获省局奖

励５万元。

应急救援　年内，市地震局加强应急避难场所

建设，在全市控制性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把避难

·９０３·科学技术



场所设置列入“十二五”规划，并进行详细计划安

排。新增海阳南路绿化、人民医院停车场、新安定

小学操场等避难场所７处，新增面积１６４３９８平方

米。根据南通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地震应急基

础数据收集工作的通知》要求，举办地震应急基础

数据收集工作培训会议，会后各相关部门认真组

织，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地震应急基础数据收

集、整理和上报工作，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利用 “５·１２”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

月、学校安全教育周等时机，在镇 （区）、企业、

学校开展应急安全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全市

１４１所幼儿园、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每学期均

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市外国语学校防震减灾应急演练

　　社会动员　年内，市地震局根据国家大力推进

城市地震安全社区示范工作的要求，结合省、南通

市创建地震安全社区的标准，加快全市地震安全社

区建设。如城镇花园社区建成国家级地震安全社

区，在全省近２０个社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通过

省级初评的４家社区之一。如城镇许庄社区申报

创建省级地震安全社区，如城镇陆桥社区等３社区

申报创建南通市级地震安全社区，丁堰小学申报创

建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在“５·１２”防灾减

灾日、科普周、科普日活动期间及学校暑期军训期

间，全市各科普示范学校利用主题班会、“国旗下讲

话”、黑板报、图片展、应急逃生演练等形式，积极开

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发挥各防震减灾科普示

范学校的示范、辐射作用，真正起到“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前后，市地震局编印市行政中

心《“５·１２”特别提醒》３０００份，发放至市行政中心

的每个工作人员和办事人员，明确行政中心各楼层

的疏散路线及各单位临时避难集中点，并付印地震

应急常识。５月１２日，在《如皋日报》开辟专版宣

传防灾减灾知识，并以专题报道《动物“兼职”地震

预报员》，介绍全市地震宏观观测点，指导广大群众

科学认识地震宏观异常。

【地震突发事件处置】　７月２０日２０时１１分，扬

州高邮市、宝应县交界处发生 Ｍ４．９级地震，如皋

市局部有感。震后，市委新闻网、市电视台及时播

放流动字幕，公布震情信息。全市社会秩序持续稳

定，未发生地震谣传事件。

【强震动观测台移址】　年内，因中央商务区搬迁

建设需要，市政府研究决定将强震动观测台从城

南纪庄居移至市红十四军公园内，建设强震动观

测及深水井测震项目。市地震局按照市委、市政

府要求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国地

震局 《地震及前兆数字观测技术规范》和新修订

的 《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规定，积极开展地震

台搬迁工作。

（范崇蓉）

气气气　　　象象象　　　测测测　　　报报报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气象局（气象台）有在职人员

２３人，其中在编人员１１人，高级工程师３人，工程

师６人。

基础业务　年内，市气象局地面测报观测错比

为０．０‰，地面测报报表和农业气象观测、报表无

错情，均超过省气象局规定的业务质量标准。９

月，在南通市气象局举办的地面测报气象业务竞赛

中，获团体第二名，刘娟获个人综合成绩第一名。

市气象局累计获农业气象“连续百班无错情”奖５

个、地面测报“连续百班无错情”奖１５个。

气象服务　年内，市气象局针对不同群体对气

象信息的不同需求，制作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服务产品，累计向作物栽培、植保、蚕桑站等部门

发送重要天气公报７２期、气象旬月报３３期、特色

农业气象服务材料９６期，发布春播、夏收夏种和秋

收秋种气象服务材料８２期、气象灾害预警信号２８

·０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次，发送天气预测服务短信１００余次。２～３月，全

市低温寡照，针对大棚西瓜育苗期及油菜菌核病、

小麦赤霉病、夏玉米二代玉米螟、水稻纹枯病、稻飞

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结合天气和农业生产情况进

行针对性服务。在“春管”、“三夏”、“三秋”等关键

农忙季节，组织气象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调查，

实地指导农民抓住有利天气开展农业生产，保障春

耕春管、夏收夏种、秋收秋种顺利进行。汛期，先后

有３股台风影响全市，其中以“海葵”影响较大，产

生暴雨日３天、区域性暴雨过程１次、高温日５个

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繁袭击，市气象局每天

通过电视、电台、报纸、手机短信、“９６１２１”和乡镇电

子屏等信息终端，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最新信息预

报，并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向全市２０个乡镇气象

联络员和全市３１５个村级信息员发送重要天气预

警和降水实况等重要信息４９条，先后１５次接受电

视台和《如皋日报》等新闻媒体采访，让公众详细了

解降水过程、天气趋势。１０月，“一会两节”期间，

每天发布一期专题气象服务报告，并及时通过手机

短信、电话、传真等方式向市四套班子领导、“一会

两节”组委会等部门提供气象信息服务。

气象科研　年内，市气象局累计在全国学术交

流会上交流文章３篇，在省部级杂志发表科技论文

９篇。获南通市气象学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获南

通市气象科研开发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科普宣传　年内，市气象局利用“３·２３”世界

气象日、科普宣传周、“５·１２”防灾减灾日、“１２·４”

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制作展板，设立咨询服务点，发

放宣传资料，将气象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基层。根据

南通市气象局要求，在省级农业园区中选择如城镇

花木产业生产基地（顾庄生态园）和丁堰镇设施农

业基地（赵明村）作为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站示范点，

配备自动气象站、气象信息接收终端、气象科普宣

传栏等。至年底，丁堰镇设施农业基地（赵明村）投

入使用。

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气象科普知识宣传

　　防雷减灾　年内，市气象局在世界气象日、防

灾减灾日和科普宣传周期间，上街下乡，宣传防雷

减灾常识。加强防雷设计审核验收工作，改进工作

流程，简化办事程序，建立重大项目审批服务的绿

色通道，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质量和行政

效能。

【气象局党支部换届实行公推直选】　３月２６日，

市气象局党支部以“公推直选”形式进行换届选举，

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

【市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成立】　６月，市政府办

公室下发《关于成立如皋市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

的通知》（皋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３８号），要求全市２０个

镇（开发区）均明确负责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分管

领导，建立健全镇村一级气象信息员队伍。

（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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