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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城

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６０１０元，农村居民年人

均纯收入１１６６３元，城镇集体以上单位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４７６１１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２２８．４３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３７．２４亿元。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３９．４４

平方米，全市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５１．３平方米。

居民经济收入　年内，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２６０１０元，同比增长１３．０％。农村居民

年人均纯收入１１６６３元，同比增长１３．１％。城镇

集体以上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４７６１１元，同比

增长１４．２５％。其中：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６５５９３元，同比增长８．８５％；集体单位职工年平均

工资５５００８元，同比增长５．７７％；其他单位职工年

平均工资３５０２１元，同比增长１９．６４％。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年内，全年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２２８．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其

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１４６．９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２％；乡村消费品零售额８１．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９％。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５８８９元，

同比增长１８．１％。全年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８１６５

元，同比增长１７．３％。

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城乡居民抽样

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

有洗衣机１１６台，同比增长９．４％；拥有电冰箱

１１６台，同比增长９．４％；微波炉１０６台，同比增

长２．９％；空调器１９８台，同比增长８．８％；固定

电话１０２部，同比增长１．０％；移动电话２２７部，

同比增长１２．４％；家用电脑１００台，同比增长

１１．１％；家用汽车２９辆，同比增长４５．０％。农

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１６１台，同比

增长３．２％；电冰箱９２台，同比持平；摩托车６８

辆，同比增长３．０％；固定电话９１部，同比持

平；移动电话２１８部，同比增长２１８％；家用电

脑５５台，同比增长５．８％；空调器７８台，同比

持平；热水器９７台，同比增长３．２％；家庭汽车

２０辆，同比增长２５．０％。

（杨云清）

２０１２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一览

　表６５

消费项目名称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同比增长
（％）

食品 ５４３６ ７．９

衣着 １７４０ ２４．０

居住 １２４３ １１．５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１７８ ０．８

医疗保健 ７５４ ２．５

交通与通信 ２１０１ ９０．３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３０１５ ２２．５

杂项商品与服务 ４２１ －１．２

·８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一览

　表６６

消费项目名称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同比增长
（％）

食品 ２７００ １４．７

衣着 ５２７ ８．９

居住 ９４８ ６．０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５２２ ８．２

交通通信 １１７０ ５１．１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１５２７ ２０．２

医疗保健 ５６５ ６．３

其他商品和服务 ２０６ ２３．５

劳劳劳　　　动动动　　　就就就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人社局全面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不断提升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保持各项工作持续争先良好势头。如皋

市被评为全国就业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市人社局党

委获江苏省人社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

就业再就业　年内，全市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９２８４人，占 全 年 新 增 就 业 目 标 ７５００ 人 的

１２３．７９％。全市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３２７人，占全年

新增就业目标３５００人的１２３．６３％，失业率为

２．９６％。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４２６人，占全年新增

就业目标４００人的１０６．５％。全市现有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４９１０人，市人社局安置“１９１”人员就业

８４３人，全面超额完成各项年度指标。全年举办招

聘洽谈会６１期，其中与总工会、妇联、残联等部门

联合举办专项招聘洽谈会１０期，入场招聘企业累

计４３３６家次，用工需求总量近５．１２万个，进场求

职人员５．５万人次，达成基本用工意向１．１万人。

再就业优惠政策落实　年内，市人社局为１４０

名自主创业失业人员审核担保小额贷款１３５４．８万

元，为两家密集型企业贷款１６０万元，共１５１４．８万

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２６．２３％。为１００名贷款

期满并及时还贷的失业职工办理申报财政贴息手

续，支付贴息５２．２５万元。为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

保补贴，全年审核和确认就业困难对象４２７７人，申

报补贴７２５．９３万元。全市新增家庭服务业从业

５６６人，全面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创业、就业技能培训　年内，市人社局组织创

业培训９０６人，其中ＧＹＢ（意为“产生你的企业想

法”，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ＹｏｕｒＢｕｓｓｉｎｅｓｓ的简称）创业意识培

训１２６１人，ＳＹＢ（意为“创办你的企业”，ＳｔａｒｔＹ

ｏｕｒＢｕｓｓｉｎｅｓｓ的简称）创业能力培训９３人。规范

创业孵化基地２４个、创业见习基地２２个，直接帮

助创业１５３４人，青年职业见习１８３人，全面完成创

业培训任务。累计组织就业技能培训４６３９人，占

全年目标任务４０００人的１１５．９８％，其中新成长劳

动力 １７９６ 人，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１５００ 人 的

１１９．７３％。实施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获证奖

补”３１５５人２８６．７３万元，其中，引导奖补补贴１４５８

人３２．９１万元。

农村劳动力转移　年内，全市累计转移劳动力

２０１８６人，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０．９３％，其中，劳务

输入４５２７人，劳务输出３５２７人，就地转移１２１３２

人。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２１０２３人，占年度目标任

务的１０５．１２％。

劳动关系监察　年内，市人社局不断健全劳动

关系监察、基层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全市劳动保障

监察“两网化”（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网络化）覆盖

率达１００％，２０个镇（区）分为２０个一级劳动保障

监察网格、９０个二级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形成市、

镇（区）、村（社区）三级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全市

３３３个行政村（社区）光纤网络全部建设到位，实现

基层平台网络“村村通”，村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平台１００％实现网络化动态管理，实现劳动保障监

察工作重心全面下移。全年审批企业特殊工时制

申请６６件，受理３４家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审查、

备案集体合同１８８９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６９４份。

全市参与“百企示范、千企培育、万企参与”劳动保

障诚信工程建设企业１２０家，申报省级培育企业

１７家、南通市级诚信企业３家、如皋市级诚信企业

１００家。参加、组织大型宣传活动４次，接受宣传

人数３０００多人。书面审查用人单位１４００家，并录

入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完善用人单位信息数据

库。主动监察用人单位４４０家，指导用人单位纠正

或完善不规范项３８０条（件），发出限期改正指令书

３６份，发出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１０份。开展全市

性规模专项检查４次。全年接受咨询、投诉、举报

５８４件２７５１人次，为职工追回押金９０００元，解决

·９４３·社会生活



拖欠工资３２８万元，追缴社会保险１００万余元，没

有发生一起投诉举报或重大突发事件被处置延误

情况。

劳动争议仲裁　年内，市人社局妥善处理群体

性突发事件１５起，涉及１０００余人，涉及金额３５０

余万元。处理劳动争议仲裁案件７０４件，审结７０２

件，结案率９９．７％，涉案金额２５０２万元。其中，以

调解撤诉方式处理５８４起，调撤案件占处理数的

８３．２％。累计办理工伤鉴定５６５人次，办理病退鉴

定１４３人次。处理行政复议、诉讼案件１０起。

【如皋市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国就业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１０月１８日，全国就业宣传工作座谈会在

广东佛山市召开。会上，如皋市被中国就业促进会

表彰为全国就业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是南通市唯

一获此表彰的县市。

【大中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全覆盖】　年内，

市人社局在全市各大中型企业全覆盖建立企业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１３２０家，设立调解员４１２９人，

全年累计调解劳动争议案件２１０余件。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建立健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自

主处理劳动争议的能力，使劳动争议通过调解，快

捷、平衡地化解在源头，切实维护劳动关系与社会

谐和稳定。此举在南通地区尚属首例。

【在南通市首创“青年农民工之家”】　年内，南通市

首个“青年农民工之家农民工之家”在全市农民工

相对集中的经济开发区新王庄社区正式挂牌成立，

并对广大农民工朋友开放。《江苏法制报》、《南通

农业信息网》及如皋市各类网站先后予以刊登宣传

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青年农民工之家由农民工权益维护中心、农民

工培训中心、农民工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农民工活

动中心４个部分组成。

【劳动力回（外）引“如皋模式”引起全国关注】　年

内，市人社局创新开启劳动力回（外）引项目工程，

吸引当地在外打工劳动力返乡创业就业并带动更

多人就业，主动投身家乡经济建设；吸引跨国、跨地

区和省内外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加盟本地建设，投资

兴业和经商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就业，

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据统计，年内全市回（外）引

劳动力１６５１７人，其中，引回在外打工人员返乡创

业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５５８３人，引来外地劳动力

在如皋就业１０９３４人。这一做法在第十四期全国

县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轮训班上，被专家

学者称为“回（外）引”如皋模式。如皋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市人社局局长周太荣先后分别接受《中国

劳动保障报》、《新华日报》等媒体记者现场采访。

（周亚琴）

社社社　　　会会会　　　保保保　　　障障障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断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市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保险净增参保人数分别达２８００９人、２２５６９

人、２８９８５人、１０６４４人和２３１２８人，“五险”平均完

成２２６６７人，占市政府下达全年平均新增１６５００人

任务数的１２６％。全市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

育保险基金征缴额分别达１３１２４９万元、１１８８９万

元、７５３５５万元、４６４７万元、２７５５万元，超额完成征

缴目标任务。完成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征缴

１０４３３９人，占全年目标任务９９５２６人的１０５％。市

人社局先后获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工作先进

单位、省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工作先进

单位、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优秀

单位、省农保先进经办机构等称号。

养老保险　年内，全市养老保险净增参保人数

２８００９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额１３１２４９万元，超额

完成征缴目标任务。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覆

盖，居保扩面完成缴费人数４３．６３万人，到账保费

２．４２亿元，仅用时２个月超额完成南通和如皋市

政府下达的任务，在省内县级市中遥遥领先，进保

人数和基金规模位列南通市第一。累计发放纯基

础养老金２５．８万人，覆盖比为５３％，居全省先进

行列。累计征收失业保险基金３．９２亿元，发放基

本生活保障金１．８亿元，将２．３万名新增失地农民

全部纳入保障范围，进保人数和参保覆盖率位居南

通市第一，双双超过省和南通市下达的指标，获省

城乡居保经办管理服务优秀单位、城乡居保经办管

理服务示范点建设优秀单位等称号。市人社局累

计办理企事业单位到龄人员退休审批手续３６０８

·０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人，其中企业退休３３６０人（特殊工种提前退休２１１

人，病退８２人）、事业单位退休２４８人。累计审核

符合补缴企业养老保险条件４３７人，审核参加机关

事业养老保险人员应缴未缴事业养老保险２３人，

审核认定二次享受失业金人员档案１１９份。审核

出具事业单位迁出人员视同缴费证明２７份。审核

符合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条件３９人。认真做好农村

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衔接转换工作，审批

农村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转为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３０３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农村养

老保险７３人。审批事业改企业单位、改制医院人

员丧葬费抚恤费６３人，遗属生活困难补助２９人。

全市有列入社区管理退休人员４７２７０人，其中企业

４１７２５人（离休２２５人）、事业单位５２６９人（离休５１

人）。全市有供养人员３４７８人。全市新增企业退

休人员３３６０人、事业单位退休人员２４８人。全年

企业减员７１０人，事业单位减员１０４人，在职减员

２２０人。累计发放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８．３５亿、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１．７３亿。累计代发各类

资金３４６．１６万元。审批丧抚费６１５人、遗属补助

１４６人。调整５２８３名事业单位退休人养老金标

准，补发资金５５６２．１９万元。４月，出台《关于２０１２

年调整我市参保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皋人社险〔２０１２〕２２号），调整企业退休人员２０１２

年基本养老金，全市４１８０６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金

调整，人均增加养老金１８８．４９元，调整后全市企业

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达１５２５．８４元。出台《关于调

整原市属企业临时工养老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皋人社险〔２０１２〕２３号），调整原市属企业临时工

养老生活补助标准。７月，出台《关于调整２０１２年

上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皋

人社险〔２０１２〕３２号），提高２０１２年上半年退休人

员养老金标准。

失业保险　年内，全市失业保险净增参保人数

２２５６９人，失业保险基金征缴１１８８９万元，超额完

成征缴目标任务。

医疗保险　年内，全市医疗保险净增参保人数

２８９８５人，医疗保险基金征缴７５３５５万元超额完成

征缴目标任务。完成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征

缴１０４３３９人，占全年目标任务９９５２６人的１０５％。

结算窗口全年办理城镇职工医保及离休干部、在乡

六级以上伤残军人报销业务８４４６人次，城镇居民

医保报销业务１４０５人次。平均每个工作日报销约

５０人次。办理参保人员转诊转院手续２６９２人次。

办理医保卡挂失１０６９３人次，制发新卡４８４６２张，

补办医保卡１０４０７人次。办理居外退休人员个人

账户现金结算１２０人，总金额１６．２万元。组织

２０１１年度个人账户对账单发放工作，发放人数

１５．２９万人。发放２０１１年度职工大额医疗费用二

次补助２５０人１６０万元。

工伤保险　年内，全市工伤保险净增参保人数

１０６４４人，生育保险基金征缴４６４７万元，超额完成

征缴目标任务。年内，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２１３０件，其中，用人单位主动申报２０１８件，职工个

人或近亲属申报１１２件。实地进行调查核实３５０

人次。全年应对各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２８起，无

一案件败诉。上传到行政网案件６９０起。全年组

织伤残和病退鉴定６次，办理工伤鉴定７９８人次，

办理病退鉴定１４６人次。全年受理２１家药店和３

家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险定点资格申请，依法审核

１７家定点单位更名、迁址等变更信息。７月，市人

社局出台《关于对部分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实行浮动

费率的通知》（皋人社险〔２０１２〕１７号），并于７月１

日起正式实施。１１月，市人社局与市建工局联合

出台《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

法》（皋人社险〔２０１２〕１６号），办法规定，如皋市行

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含建筑工程、安

装工程、装饰工程、修缮工程、市政工程、拆除工程

和其他工程作业）所有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为农民

工办理工伤保险；如皋市行政区域内建筑施工企

业，在市外承接建设工程，未在项目所在地参加工

伤保险，可以参加如皋市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年内，全市生育保险净增参保人数

２３１２８人，生育保险基金征缴２７５５万元，超额完成

征缴目标任务

【社保业务实现网上申报】　３月，市人社局经项目

调研、筹划、评审、软件系统开发和试运行，如皋市

社会保险业务网上申报系统正式投入运行。４月

１２日，召开全市社会保险业务网上申报推进会议，

部署社会保险业务网上申报工作。５月４日，举办

社会保险网上申报首批业务培训班，全市１８９家用

人单位社保专管员、各镇（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所负责人参加培训。至年底，全市２０２家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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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开通社会保险业务网上申报。

【首次实施工伤保险上浮浮动费率】　７月，市人社

局出台《关于对部分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实行浮动费

率的通知》（皋人社险〔２０１２〕１７号），建立工伤保险

与事故预防相结合机制。经计算机系统数据提取、

浮动费率计算和与用人单位核定，从７月１日起，

对２０１１年度工伤事故多、工伤保险费支缴率高的

３７１家用人单位工伤保险首次实施上浮浮动费率。

其中：对１９家二类行业参保单位上浮２０％，占二

类行业的０．５％；对３２６家二类行业参保单位上浮

５０％，占二类行业的８．５％；对２家三类行业用人

单位上浮２０％，占三类行业的１．３％；对２４家三类

行业用人单位上浮５０％，占三类行业的１５．７％。

【在全省率先成立夕阳红艺术学院】　１１月２９日，

如皋夕阳红艺术学院在全省率先揭牌成立，首期培

训班学员１０５人。

年内，市人社局不断加快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整合有效资源，积极搭建城乡文化服务平台，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广大离退休老人多元化

精神需求，打造如皋市“文化养老”新品牌，激发广

大离退休人员参与文化建设热情。

【农保业务“四不出村”服务】　年内，市人社局在东

陈镇双群、杨庄两个社区开展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业

务办理“四个不出村”（居民参保、权益查询、养老领

取、参保缴费不出村）试点，按照“机构、人员、经费、

场地、工作、制度”六到位要求，实行标准化建设，设

置单独服务场所，村级协理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电脑、打印机、ＰＯＳ机、保险柜等硬件齐全，操作规

程、服务公约、岗位职责公示上墙，操作过程中注意

防范资金风险、监控与业务量统计。半个月试点期

间，两个社区服务点接待村民２５００人次，办理缴

费、领取等各类农保业务１０００余笔，平均每笔办理

时间不超过２分钟，实现操作安全与服务便民两项

性能有机统一，为村民们切实提供“家门口”服务。

【在全省率先征集启用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徽

标】　年内，市人社局以“提升退休人员公共文化服

务、推进退管工作纵深发展、规范退管工作科学管

理，提升退休人员幸福指数”为宗旨，在全省率先向

社会公开征集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徽标。共

征集到徽标８０余幅，评选出一等奖１幅（被选用）、

二等奖２幅、三等奖３幅、纪念奖若干幅。１１月２９

日，“如皋退管”徽标正式启用。徽标图形简练清

晰，色彩明快醒目，富有时代气息和艺术美感，既彰

显如皋地域文化、人文风情、时代特征，又充分体现

“如皋退管”工作宗旨及文化内涵。

（周亚琴）

计计计　　　划划划　　　生生生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出生１２６２５人（计生口径，

下同）。其中，一孩９３７７人，一孩率为７４．２７％；女

性６１２８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６．０２；计划内生

育１２４４８人，计划生育率为９８．６％。全市人口出

生率为８．８‰，自然增长率为－０．０６‰。如皋市被

省人口计生委表彰为新农村新家庭计划示范县

（市）。如皋市人口计生委被省人口计生委表彰为

省人口计生窗口服务示范单位、省人口计生阳光统

计示范单位、省阳光计生行动示范单位。

宣传教育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通过创建推

动、典型示范，扎实推进“新农村新家庭新三年计

划”活动，继续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开展人

口早期教育，全市新建镇级早教基地１１个、村级早

教亲子园１０９个，常青镇人口早教基地列入南通现

场会参观点，各级早教阵地累计服务０～３岁婴幼

儿７５７１人次，培训家长４２９４６人次。新建人口文

化宣传长廊２５个、人口文化一条街２３条，对２２个

镇级人口文化园提档升级。新建计生大型宣传标

牌３６个，更新宣传公示栏３６２个，刷新标语３４６

条。全市实现村村有人口计生宣传栏、计生图书角

和人口文化中心户。累计在省级以上报刊、网络发

表人口计生宣传文章１０８篇，在南通市级报刊、网

络发表宣传文章４８５篇。每季度在《如皋日报》开

展一次人口计生专题整版宣传，在广播电台开展专

题宣传，制作的专题宣传片《高点定位，创先争优，

全面推进人口计生工作转型升级》在如皋电视台黄

金时段播出。人口计生电视专题节目《聆听花开的

声音》获南通市电视类一等奖，广播专题节目《为留

守儿童点亮心灯》获南通市广播类二等奖。在主城

区大润发超市门前和安定广场等处建立人口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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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电子平台，节假日２４小时滚动播放计划生育

政策法规和避孕节育、人口早教、生殖健康等方面

知识。开展面对面“零距离”宣传，累计发放人口计

生宣传资料９万多份。联合市公安局、卫生局、药

监局、妇联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两非”（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

为）专项检查３次。实施生育关怀“益寿之家”养老

模式，集中供养６０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的

计划生育老人６８人。３月，联合市妇联、禁毒办、

司法局等部门在文峰大世界广场举办“三八维权

周”法制宣传活动。４月，在搬经镇召开“新农村新

家庭新三年计划”现场推进会。５月，开展以“弘扬

人口文化，促进家庭幸福”为主题的２０１２家庭人口

文化节系列活动，举办人口计生“新农村·新家庭”

专场文艺演出。组织开展“５·２９”计生协会活动日

咨询服务活动。９月，举办人口早期教育师资培训

班。组织开展“９·２５”公开信纪念日宣传咨询、便

民服务活动。

技术服务　年内，全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提质提速，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中心６月开

工，１５家镇级世代服务机构成功转型为人口家庭

公共服务机构并通过南通市级验收。着力打造“健

康幸福”品牌，市计生指导站开展无创体检３６５人

次，诊治不孕不育３８２人次，四维彩超服务４３１１人

次，多波长乳腺血氧影像检测仪服务近１０００人次。

镇计生服务站共集中采购Ｂ超诊断仪１９台、全自

动血球分析仪１８台。年内，全市计生系统公开招

录专业技术人员２人、管理人员１人，组织技术人

员报名参加执业（助理）医师和职称考试，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２人、中级职称２人，至年底，全市

计生技术服务机构有执业医师２８人、执业助理医

师１２人，高级职称２人、中级职称１６人。如皋市

被列为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国家试点县

（市），通过市计生指导站定点服务和定期送服务到

镇相结合，为８７６０对待孕夫妇提供免费优生健康

检查，对高风险人群给予优生指导、对症处理和转

诊服务。全市计生技术服务机构手术总量８１２４

例。开展手动负压吸引术加心语疏通、臭氧雾化治

疗，服务２６８０多人次。将孕／环情监测、生殖道感

染综合防治与早期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相结

合，建立镇级筛查转诊机制，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

平。孕环情监测服务４１．８万人次，监测上报避孕

药具不良反应１０２５例。生殖道感染检查１０．８万

人，查出患各种疾病３．８７万人。配合南通市人口

计生委完成病残儿童医学鉴定６６例，完成计生手

术并发症对象等级确认３９３例。规范全市计生服

务机构门诊手术室的消毒技术和管理，每季度督

查。３月，市人口计生委组织开展科技大练兵竞赛

活动。４月，南通市科技工作暨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项目推进会在如皋召开。７月，如皋市政府在

江苏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专题会议上作经验

介绍。９月，市人口计生委在白蒲镇召开人口家庭

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

政策法规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推行行政执法

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实行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全年行政执法证年检换证１３人，新领证５人。组

织计生系统内依法行政培训班２期，培训４２０人

次。组织评查全市计生系统内行政执法案卷，实施

全过程执法监督，防止发生侵犯群众权益行为。聘

请人口计生系统政风行风监督员１０人，全程参与

并监督人口计生系统政风行风工作。确认符合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５５７９人、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１４８人、计生手术

并发症生活补助对象转为计生手术并发症特别扶

助对象３９１人，申报登记２００９年１月以后退休的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企业职工５２００多人、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城镇老年居民１５３人。审

批发放再生育一孩证３２０４份，审核机关事业单位

独生子女父母退休金加发５％证明材料２８６人，审

核收养有无子女证明材料７４份。开展违法生育专

项治理行动，全年依法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

３７２件（含对往年对象的征收），其中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１５２件。加强与市法院沟通协调，加大社会抚

养费强制执行力度，对有关镇执行过程全程跟踪。

加强流动人口双向协作管理，与省内外６７个县市

签订双向管理协议。实行全员流动人口月报制度，

在省人口计生综合信息平台流动人口管理模块及

时更新信息，全年登记流动人员信息１４３５１条，通

过平台发送育龄妇女协查信息１６２０条，接收并完

成反馈信息１１７６条。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３４６０份，为流入待孕育龄夫妻实行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１２６对。在流动人口集聚企业、社区等区

域，开展生殖健康专题服务。２０个镇（区、园）全部

建立“流动人口幸福家园”。２月，组织各镇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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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管理与服务业务培训。３月，组织第一期全市人

口计生系统依法行政培训班。召开流动人口现场

推进会，参观如城镇红星社区、秀水社区现场点。５

月，组织各镇区行政执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安徽

省三山区人口计生委到如皋签订双向管理协议，举

行三山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揭牌仪式。６月，

市政府下发《关于建立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

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长效发放机制的通知》（皋政

发〔２０１２〕８４号）和《关于对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城镇老年居民实施计划生育一次性奖励的通知》

（皋政发〔２０１２〕８３号）。成立政策法规（行政服务）

科。市人口计生委行政权力全面进驻市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７月，组织第二期全市人口计生系统依

法行政培训班。组织人员参加省《实施〈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办法》培训。９月，兑付第四期

２００８年前持证退休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７３１．８１

万元。１２月，省依法行政现场会参观林梓、磨头现

场点。

规划统计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门核

对当年出生情况，与公安部门核对户籍变更信息，

与民政部门核对死亡信息和婚姻登记信息，保证人

口管理信息系统正常运行。人口管理信息系统与

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全面匹配，省人口计生综合信息

平台Ｖ３．０版正式启用。协调市政府信息中心，通

过各村居公共服务中心电子政务网链接市计生专

网，实现计生专网“村村通”，市镇村三级计生专用

网络全面覆盖。完成奖励扶助５５７９人、特别扶助

１４８人信息录入核对上报工作。参加省“统计数据

质量信得过”活动评估验收，被评为江苏人口计生

阳光统计示范单位。１月，组织全市３５４名村级计

生专干分四期参加信息化操作封闭式培训。７月，

市、镇财政共同投入为全市各村居集中采购人口计

生专用电脑及打印机。９月，市政府办公室出台

《如皋市人口信息数据共建共享实施方案》（皋政办

发〔２０１２〕１６８号），建立全市人口信息数据共享机

制。组织人员参加统计职称考试，取得统计中级２

人、初级１人。

【如皋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在全省会

议上交流】　１１月，在全省“世代服务”提质工程推

进会上，如皋市交流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经验。

年内，如皋市根据“世代服务”向人口和家庭公

共服务转型提质的要求，全面推进市、镇两级人口

家庭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建设。中心

功能分布设计遵循“大人口”理念，全面拓展孕前优

生检查、儿童早期发展、青春健康援助、避孕节育服

务、生殖健康筛查、不孕不育防治、家庭营养指导、

老年健康促进等服务职能。６月，市人口家庭公共

服务中心破土动工，主楼６层，辅楼２层，建设用地

３８５５平方米，主体工程于１１月竣工。镇级中心先

后以常青、白蒲为试点，按照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中

心职能拓展要求率先建设到位。至年底，１５家镇

级世代服务机构成功转型为人口家庭公共服务机

构，并通过南通市级验收。

【生育关怀“益寿之家”养老模式】　年内，市人口计

生委拓展生育关怀项目，通过整合敬老院现有资

源，市、镇人口计生部门共同投入装修并配备生活、

娱乐、健身、人口文化等设施，建设生育关怀“益寿

之家”，对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的计划生育“空巢”老

人实施集中供养。“益寿之家”推行服务亲情化，管

理规范化。至６月底，全市各镇实现生育关怀“益

寿之家”全覆盖，在遵循自愿的前提下，全市共有

６８位６０周岁以上“空巢”老人入住“益寿之家”。

如皋市实施生育关怀“益寿之家”养老模式，健全和

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孙燕丽（左一）视察林梓镇“益寿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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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机制，获省人口计生委第三

届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创新奖。８月１０日，

《中国人口报》对如皋市“益寿之家”养老模式经验

做法给予报道。１２月，林梓镇“益寿之家”被列入

省依法行政现场会参观点。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在如皋试点】　

年内，如皋市被确定为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项目试点市，为符合政策计划怀孕的夫妇提供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基本项目１９项。

年内，市计生指导站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通过

定点服务和定期送服务到镇相结合方式，累计为

８７６０对待孕夫妇提供免费优生健康检查，开展风

险评估和告知。跟踪随访受检对象早孕以及妊娠

结局，对筛出的高风险人群，由专家给予个性化优

生咨询指导、对症处理和转诊等服务。如皋市开展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成效明显。４月，

南通市人口计生科技工作会议暨免费孕前优生项

目推进会在如皋召开。与会人员观摩相关现场５

个，其中如皋市为会议提供现场３个（如皋市计划

生育指导站，常青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常青镇土山

村计划生育服务室），并在会议上作经验交流。７

月，在全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会议上，如皋市

交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经验。

（王　淼）

民民民　　　政政政　　　事事事　　　务务务

【概况】　市民政局有机关民政干部职工３３人，下

辖民政事业单位１２家，在职干部职工１３４人。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

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称号，获“中国城市慈善指数”

六星级城市（在全国排名第５４位）、２０１２年南通市

敬老助老先进县（市、区）称号。市民政局获全省民

政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称号。市江滨医院获全

省民政系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行风建设示范单位称

号。红十四军纪念公园获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

区、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习基地、省优质服务诚

信单位、省边防总队红色教育基地等称号。

城乡“低保”　年内，市民政局核定城市“低保”

１０７３户２１２３人、农村“低保”１６９７５户３７６８９人。

累计发放城乡“低保”保障金５９６９．６２万元，发放物

价补贴和节日慰问金１９４３．２５８万元。７月１日，

上调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至每人每月４００元。

农村“五保”　年内，市民政局核定农村“五保”

供养对象４１６０人。７月起，农村“五保”集中供养

和分散供养标准分别上调至每人每年５２００元、

３８２０元。继续实施农村敬老院“关爱工程”项目建

设，累计争取省补资金１４６万元。实施丁堰、磨头

镇敬老院床位建设项目２个，新增床位１００张。实

施附属设施建设项目４个，建筑面积４７８５平方米。

至年底，全市敬老院床位总数３３３８张，集中供养

率７０．１％。

救灾救济　年内，市民政局累计发放救济款

１５２．８万、火灾救济款２．０８万元。累计核定无固

定收入重度残疾人员１４５５９人，发放生活补助金

１４４８．３２万元，大病医疗救助５３６３人次，发放救助

金１４３０．５７万元。４月，修订出台《如皋市城乡困

难医疗救助办法》（皋政规〔２０１２〕６号），有效缓解

困难家庭医疗困难。７月１日，全市重度残疾人生

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９０元。１０月，如城镇

迎新社区通过省防灾减灾示范社区考核验收。

拥军优属　年内，市民政局按照南通市２０１１

年度职工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比例，建立重点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确保重点优

抚对象生活水平与社会总体生活水平同步增长。

将全市４５３０名重点优抚对象住院医疗商业保险投

保额提高到每人每年３００元，累计投入商业医疗保

险基金１３５．９万元，下达门诊补助９０．６万元。实

施“慰烈”工程，在吴庄烈士陵园、鞠庄烈士陵园、磨

头烈士陵园和高明镇红十四军纪念碑周围建成烈

士墓２５４座，累计投资１０１．６万元，占总的任务

６３．５％。不断深化退役士兵安置改革，为６６５名退

役士兵解决安置补偿资金７１６．８万元，提供职业技

术培训费３０２．８５万元，就业安置率１００％。７月

起，将已故老复员军人配偶生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４００元，累计发放生活补助１０９４．３万元。

为９８００多名６０周岁在乡退伍军人和６０周岁以上

无固定收入退伍军人发放生活补助８２９万元。

基层政权建设　年内，全市有正式注册登记的

社会组织３５９个，其中社会团体１９２个、民办非企

业１６４个、基金会３个。全市新建、扩建社区公共

服务中心２６家，其中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具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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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四站、两栏、一厅、一校、一场所”（党组织和居委

会办公室、综治警务调解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阅

览室、资料档案室，居家养老服务站、劳动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站、计生服务站、卫生服务站，宣传栏、

居务公开栏，“一站式”服务大厅，居民学校，健身活

动场所），农村社区服务中心除具备“五室、四站、两

栏、一厅、一校、一场所”外，另按需设置“三市”（爱

心超市、生活日用品超市、农资超市），全市建筑面

积超６００平方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达１８家。３月

底，在南通市首家正式开通县级社会组织网站———

如皋社会组织网（ｗｗｗ．ｒｇｓｈｚｚ．ｎｅｔ）。

社会事务管理　年内，全市平迁坟墓１万余

座，恢复用地４５．３３公顷，全市新增加公墓绿化面

积２４公顷。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殡葬惠

民政策和推进公益性公墓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意见》

（皋政办发〔２０１１〕２０４号）精神，累计兑付殡葬惠民

补助２１０万元。长江、如城等镇率先规划建设配套

设施齐全的镇级公益性公墓（骨灰堂）９处，年内均

启动运行。累计办理结婚登记１２６７３对、离婚登记

１５８８对、补领结婚证１２３２件、收养登记８６例。福

利彩票累计销售１０５８０万元。按省拨款进度，规范

发放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１３．３８万元，下拨三峡

医疗后扶资金２７１．０９万元，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

走访慰问移民，发放慰问金３．５４万元。累计发放

尊老金１３５８万元。办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７０８９６人，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５７％。３月３０日，

市政府召开全市殡葬改革推进现场会，巩固殡改成

果，推进“绿色殡葬”，倡导文明、节俭、科学、健康社

会风气。１２月，长江镇（如皋港区）、高新区（桃园

镇）、如城镇、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袁桥镇５

镇被评为市殡葬改革工作先进单位。

【如皋社会组织网开通】　３月底，市民政局在南通

市首家正式开通县级社会组织网站———如皋社会

组织网（ｗｗｗ．ｒｇｓｈｚｚ．ｎｅｔ），设有新闻中心、政策法

规、办事指南、经验交流、社会组织名录、年检公告、

理论调研、党建工作等栏目，展示全市社会组织和

社会组织管理单位风采，为实现多方互动提供信息

化管理平台。４月１日，《中国社会报社会组织周刊》

第二版头条专题报道如皋社会组织网开通情况。

（邓建芹）

民民民　　　族族族···宗宗宗　　　教教教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少数民族人口３１００人，

约占全市总人口的０．００２２％，分别属于３５个少数

民族。全市设有经政府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３５处，其中佛教２５处、道教５处、基督教５处，有

教职人员１０８人。

民族工作　年内，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以民族团

结携手致富行动为载体，以市民族团结促进会为平

台，通过开展学习培训、联谊交流、走访慰问、权益

维护等活动，努力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进一步促进

全市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以扶贫

开发为重点，以双“十佳”致富典型为引领，发现、培

植少数民族致富创业典型。通过提供政策、法律、

信息等服务以及向上级争取少数民族扶贫资金，加

强农村少数民族扶贫基地建设，为新建的少数民族

扶贫基地（如皋市大成丝绸制衣有限公司）争取省

级扶贫资金１０万元。探索建立城区少数民族流动

商民服务自治组织，教育引导流动少数民族群众主

动融入和积极参与如皋市经济社会建设。以权益

保障为重点，帮助流动少数民族同胞解决生活、经

营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妥善处理民族纠纷８

起，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春节前，市民族团

结促进会筹集资金近２万元，慰问少数民族贫困家

庭６０多户。３月初，在白蒲镇创立民族团结促进

会分会，成为南通市首家镇级少数民族社团组织。

７月，在长江镇成立南通市首家镇级少数民族就业

指导服务站，为少数民族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发

布就业信息、指导推荐就业等优质服务。

宗教事务管理　年内，市民宗局以“和谐寺观

教堂”和“平安宗教场所”创建为载体，促进宗教和

睦与社会和谐。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注重

培养宗教后备人才，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和纯正道风

培训，调整３个宗教场所主要负责人。加强宗教场

所管理，通过典型引导、现场指导、会议推动、考核

表彰等途径，将“和谐寺观教堂”和“平安宗教场所”

创建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全市绝大多数宗教场所基

本达到创建标准，定慧寺被评为全省创建“和谐寺

观教堂”先进单位。实现场所内部管理现代化、规

范化、制度化，加强定慧寺西扩、观音净院、法宝寺

等相关宗教场所新建、改扩建工程建设和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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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检查与监督，全年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加强抵御宗教渗透，教育和劝散少数基督教私设

点，与市公安局等部门跟踪调查、处理疑似渗透背

景的基督教活动。继续发挥好宗教在维护和谐稳

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积极投身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和扶贫

济困、捐资助学等公益活动。６月初，组织开展“宗

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月”活动，采取座谈会、专题讲

座、观看电视专题教育片、集中辅导、法律测试、主

题演讲等形式，学习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宗教执法人员、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１１月，成立南通

市首家由寺院发起组建的定慧寺慈善公益基金，首

期募集资金２０多万元。

【定慧寺方丈恒岳长老逝世】　４月１８日，定慧寺

方丈恒岳长老安详逝世，寿年８９岁。

恒岳长老，江苏如皋人，１９２４年３月生，１９３４

年出家，后于镇江焦山佛学院学修毕业。１９４５～

１９４８年，任如皋定慧寺监院。１９８５年被礼请重回

定慧寺担任监院。１９９１年起任方丈。曾于１９９６

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阿育王石柱发

现百年纪念和中华寺奠基典礼，１９９８年随中国佛

教玄奘法师顶骨舍利护送团，到台湾开展两岸佛教

文化交流等。曾兼任江苏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南

通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皋市佛教协会会长、如皋

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先后当选如皋市和南通

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一生爱国爱教。担任定

慧寺方丈期间，建寺安僧，管理寺院，培养人才，逐

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现代都市寺庙管理模式。

他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团

结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促进佛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

（赵本良）

老老老　　　龄龄龄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有总人口１４２．３５６１万人，其中：６０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３５．０８６５万人，占总人口的

２４．６５％；６５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数２５．５２１０万人，

占总人口的１７．９３％；７０～７９周岁老年人口

１１２５６７人，８０～８９周岁老年人口５１２９２人，９０～９９

周岁老年人口８６１１人，１００周岁以上（含１００周

岁）老年人口２６９人。１０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中，

男性４７人、女性２２２人。全市百岁老人总数居全

国县（市）之首，占总人口１．８９人／万。２０１２年，市

老龄办被评为江苏省老龄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南通

市敬老助老先进市。

惠老政策　年内，市政府调高部分老年尊老金

标准，８０～８９周岁老人尊老金由原每人每月３０元

调至６０元，９０～９４周岁老人尊老金由原每人每月

５０元调至１００元。市相关部门将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险作为一项公益性的保险业务推广，全市参加老

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７１５９０人次，中国人寿如皋支公

司支付理赔金额４００多万元，受益家庭３０００多个，

此举被省老龄委称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如皋模

式”。市政府将加快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列为为

民办实事工程之一，在全市建立为老服务管理服务

机制。８月，全省“安康关爱行动”启动会议在南京

召开，市老龄办作为全省唯一县（市）代表，在会上

作题为《坚持以民为本，立足为老服务，创新开展老

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典型发言。９月，在省老龄宣

传工作暨老年精神关爱工作会议上，市老龄办被评

为省老龄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并作为苏中、苏北地

区唯一代表在会上作典型介绍。

敬老活动　年内，市老龄办继续开展敬老助老

活动。为新增的８８名百岁老人赠送彩色电视机、

匾牌、蛋糕等贺百岁礼物。持续实施“夏送清凉、冬

送温暖”活动，重阳节、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全市

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市领导慰问、镇（区、园）和

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慰问、老龄工作部门慰问与村

（社区）干部慰问相结合，挂钩联系各镇（区、园）的

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以

及镇（区、园）主要负责人走访慰问９０周岁以上高

龄老人６６００人，慰问物资价值２８２万元。组织开

展“九九重阳节，相聚水明楼”老年人文艺演出，活

动期间以市政府名义通报表彰全市老龄工作先进

单位、先进个人和尊老敬老模范家庭、老有所为先

进个人。市老龄协会、老年体协组织老年志愿者文

艺演出队定期到市福利院、江滨医院和各镇敬老院

组开慰问演出，累计送文艺演出１５场次。积极开

展“我的节日”敬老、助老宣传教育活动。

老年文体活动　年内，全市现有正常从事体育

·７５３·社会生活



健身老年人２６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７８．８％，老

年人体育人口率同比提升２２．７％。市老龄办围绕

重大节日和中心工作，先后组织老年人开展“元旦

健身走”、“春节七天乐”、“体育节启动仪式”、“学雷

锋树新风”、“喜迎十八大·银龄颂党恩”、“庆祝全

国全民健身日”、“送戏下乡、下工厂、进军营和慰问

福利院老人”等主题活动激发广大老年人爱党、爱

国、爱生活的情怀。３月２８日，市老年体育协会、

市级机关工委、市老干部局和市体育局四家单位联

合发文，要求各市级机关成立老年协会，丰富老年

人文化体育活动，至年底，百分之八十的市级机成

立老年体协分会组织，全市老年体协组织纵向到镇

村、横向到部门的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５月中

旬，九鼎艺术团《健身秧歌》参加全国首届老年人健

身项目创新交流大会，获优秀奖、道德风尚奖和最

佳服饰奖。６月１０日，为庆祝全国第七个文化遗

产日，九鼎艺术团将如皋民间舞蹈《倒花篮》创作出

新参加江苏省文化厅组织的公演，获优秀传承奖，

并在江苏卫视播放。７月中旬，市养生太极拳联

谊会在第九届国际武术大赛中，获集体金奖１个

和个人单项金奖５个。７～９月，市老龄办整合市

体育总会、市老年体协与各镇各局分会的教师、

培训教材、培训场地等体育资源，遴选健康行快

乐操、经络操和八式太极拳三个老年人喜闻乐见

的健身项目作为培训内容，在市全民健身中心举

办健身项目师资培训班，参加培训老年人达１０万

人。１１月２日，夕阳红健身球指导站创作的 《深

巷皋韵》获江苏省第三届莲花奖社会舞蹈大赛金

奖。《江安号子》、《深巷皋韵》、《耥子灯》和 《众

人划桨开大船》等节目被央视和江苏卫视录制播

放。１１月上旬，广场舞蹈 《如皋莲湘》参加第十

届江苏省 “五星工程奖”决赛，获银奖，并在南

通市第五届铁人杯健身大赛中获特等奖。１２月１９

日，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 “美丽中国乡村行”摄

制组到如皋拍摄老年人健康行快乐操、经络操和

八式太极拳晨练场景。

宣传活动　年内，市老龄办利用路名牌张贴尊

老敬老宣传标语１２０张，挂过街横幅、张贴宣传标

语１５０块。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及时维护如皋老龄

网和中国长寿网，利用网站功能，更好地服务老年

人，弘扬尊老风尚，宣传长寿之乡。加强《金皋乐

天》编发工作，累计出版８期，发行１万份，重点宣

传报道全国全民健身日、全国老年人体育节、南通

市体育日、健步行启动仪式和全市老年体育工作总

结表彰大会等重大活动、重要赛事。中央电视台、

江苏卫视、南通电视台和如皋电视台先后播放如皋

老年人体育健身新闻和文体节目２４次，推介如皋

老年体育文化。新华社、《金融时报》、《经济日报》、

人民网等１０家新闻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到如皋，采

访报道“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如皋模式”。在《新民

晚报》、《扬子晚报》、《南通日报》和《如皋日报》发表

宣传如皋市老年人体育健身通讯、特写和新闻图片

４２篇（幅）。省老年刊物《乐天》、省老年体协网站

和南通《江海乐天》先后报道如皋市老年人健身活

动情况。

（于建江）

关关关心心心下下下一一一代代代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各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１５７０个，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老干部、老战士、老

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以下简称“五老”）７６６８人。

２０１２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获南通市“五

老”网吧义务监督组织奖，８个村（社区）获南通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五好”示范村（社区）称号。全市

有４人被省关工委、省文化厅表彰为全省优秀 “五

老”网吧义务监督员，有１３人被南通市关工委、

南通市文广新局表彰为优秀 “五老”网吧义务监

督员。

组织建设　年初，长江镇（如皋港区）、软件园

（桃园镇）、袁桥镇调整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全市

调整充实镇、村（社区）关工委领导班子１２个，调整

后，村（社区）关工委组成人员中老校长、老教师约

占７０％。３月９日，市委办公室转发中共江苏省委

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工作规则（修订）〉的通知》。９月１２日，在全省市、

县和省直单位关工委驻会主任学习培训班上，市关

工委作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工作规则，用心、用情、

用力做好关工委工作》的交流。

主题教育　年内，市关工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学雷锋、心向党、讲道德、见行动”主题教育系列活

动，印发宣讲报告《弘扬雷锋精神，争做“四有”新

人》３００份分发至学校和校外教育辅导站，供开展

·８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教育活动作参考。聘请报告宣讲员７６人，累计组

织宣讲２１０场次，受教育青少年１３８６５０人次。累

计组织图片展览、文艺演出、演讲比赛２００多场次，

观众８．６万余人次。组织征文活动，参加征文活动

３５２８０人次，评选出优秀征文１００篇。在全市开展

第三届“三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评选如皋市第三

届“三好”标兵３００人，其中小学生１５０人、初中生

１００人、高中生５０人。全市被评为南通市“三好”

标兵１３人、十佳“三好”标兵１人，获南通市“十佳”

“三好”标兵提名奖１人，白蒲初级中学、搬经镇兴

夏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被评为南通市“三好”标兵

竞赛评选活动优秀组织奖。４月２１日，在市外国

语学校召开“学雷锋、心向党、讲道德、见行动”主题

教育活动现场会暨动员会。６月，市外国语学校关

工委在南通市关工委召开的主题教育现场推进会

上作《树立振兴民族意识引领传承雷锋精神》经验

介绍。

校外教育辅导站建设　全市现有镇校外教育

辅导总站２０个、村（社区）中心站３３０个、家庭辅导

站４０个，从事校外教育辅导的“五老”辅导员１８５０

人，形成总站－中心站－分站（家庭辅导站）校外教

育辅导网络。４月，按照各镇村（社区）数和校外教

育辅导站建设发展情况，累计下发活动经费１５万

元。６月２７日，在全省第四期城乡社区校外教育

辅导站工作培训班上，市关工委作《努力实践探索，

办好辅导总站》经验介绍。７月２５日，召开全市校

外教育辅导站常态化建设推进会暨辅导站长培训

班，印发《关于推进全市校外教育辅导站常态化建

设的意见》。９～１０月，对各镇贯彻落实有关文件

精神和辅导站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指导各镇加

强辅导站常态化建设。１１月２６日，在南通市校外

教育辅导站常态化建设推进会上，常青镇关工委作

题为《同心同德，携手合作，奋力推进辅导站活动常

态化》经验介绍。

参与和创新社会管理　年内，市关工委配合政

法部门在全市开展“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创

建活动，组织“五老”法制教育报告员进学校、进社

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举办禁毒专题讲

座。发挥“五老”特殊优势，帮扶失学、失业、失管、

失爱、失足青少年特殊群体，其中与失足青少年结

成帮教对子２８０个，转化２６８人，转化率９５．７％。

组织“五老”配合市文广新局调查分析全市网吧管

理状况，为６８家网吧聘请“五老”义务监督员１９８

名，正常开展义务监督活动。

【纪念市关工委成立２０周年暨关心下一代工作表

彰大会】　１２月８日，市委、市政府召开纪念市关

工委成立２０周年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

会。南通市关工委主任曹能新，如皋市委书记、市

长姜永华，市人大党组书记石耀，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蒋建，市政府副市长缪爱诚等领导出席会议。

市委书记姜永华、南通市关工委主任曹能新分别作

重要讲话，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向大会致贺词。会

上，如城镇关工委等３５个先进集体和黄润生等５５

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田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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