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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园镇获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称号　Ｐ３９８

●常青镇被评为国家级生态乡镇　Ｐ４１２

雪雪雪　　　　　　岸岸岸　　　　　　镇镇镇

【概况】　雪岸镇位于如皋市东北部，东与如东接

壤，北与海安毗邻，处于如皋、如东、海安三县（市）

交界中心，是革命老区，素有建筑之乡、茧丝绸之

乡、勾衣编织之乡、有机稻米之乡之美誉，是国家级

生态镇、江苏省卫生镇。全镇总面积５２．３６平方公

里，镇区面积６．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２８６．５公

顷。下辖行政村３个、社区５个，总人口３．６８万

人。２０１２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５％。实现财政收入４６０３．２５万元，同比增长

６．８％，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０５６．１４万元，同比

增长０．９％。２０１２年，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如皋

市文明镇、书记大接访先进集体、卫生工作先进集

体、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农业投入

１．３５亿元，新增土地流转面积５２０公顷。华日有

机稻米新增雪洪、雪东种植基地，扩种至６６．６７公

顷。新增南居、刘亮、雪洪、雪居、雪东、凌云６个花

木生产基地，南居３３．３３公顷河藕种植项目成功签

约，万富“樱桃谷”肉鸭生产加工循环经济产业园初

步建成并投入生产。全镇初步形成２００公顷花木

园艺园区、２００公顷特色休闲园区、１３３．３３公顷有

机稻米园区、８６６．６７公顷优质蚕桑园区、５３３．３３公

顷设施果蔬园区五大农业园区，获南通市现代优质

蚕桑生产基地称号。全年完成搬旧复垦入库面积

１３．６公顷。高质量完成雪东国有河堤占补平衡整

理工作，整理土地７．２公顷。开展村庄生态环境整

治，雪东社区通过南通市“二星级”康居乡村验收，

其余各村（社区）均通过如皋市“一星级”康居乡村、

环境整洁村验收。年内全镇新增大中型拖拉机１６

台，建秸秆机械还田示范方１３０公顷，雪洪村成功

创建市级秸秆机械还田示范村，万富社区“无烟村”

创建试验工作取得成功。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注册外资２０００万

美元，占市交任务的１３３．３％；实现到账外资１８５

万美元。完成市外民资１．９亿元。新增个体工商

户１０８户，新增私营企业６３户，完成私营企业注册

资本２．２亿元。在外能人返乡创业３１人，占市交

任务２７人的１１８．５％。成功招引唯路易服饰、永

利豪毛衫、绿季太阳能、金迪特钢、腾达科技、琨蒂

金属钼、恒东标准厂房等１２个工业项目落户并当

年开工建设，其中有唯路易、永利豪、腾达科技投资

均超１亿元，金迪特钢、龙洋家具投资均超５０００万

元。完成规模工业产值１５亿元，规模工业实交税

金增幅达７４．７９％。新增注册商标１４个。８～１２

月，唯路易形成应税销售２４３８万元，成功跻身规模

企业行列。持续推进项目投入，完成全部工业投入

４．５亿元，规模工业项目投入４．１亿元，技改投入

２．１亿元，新进园区企业投入２．８亿元。完成工业

新增装机容量２００１千伏安，完成设备抵扣税

１１４．９２万元，增幅２８．０９％。引导亚点毛巾、哥班

玻纤、万福电子等一批企业加大技术装备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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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企业转型升级初见成效。整理园区土地面积

３０７亩，搬迁６０户，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３０００

万元，新建标准厂房２．８万平方米，逐渐形成机械

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纺织服装“四

位一体”的产业分布格局。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１．９亿元，增长３７％。实现高新产业投入２．１亿

元，增长４．３１％。建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个（南

通市凯晖高档电子皮草饰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如

皋市鲁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请专利８２件，其

中发明专利２２件，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引进中科

院院士１名、省“双创计划”人才２名。全年组织节

假日、安全生产宣传月、集中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

生产专项大检查，排查重大事故隐患２起、一般事

故隐患２１９起，及时处置并消除隐患，保障企业安

全生产。

小城镇建设　年内，雪岸镇调研并高标准修订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布点规划、基本农田规划、

城镇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先后完成向阳南

路、育才路、生态公园二期、晋申大楼等项目搬迁工

作。推动晋申、冠锋等地块土地挂牌出让，出让土

地５．３８公顷。高效整合南凌街区土地１．３３公顷，

建设育贤花苑，年内竣工１．６万平方米。启动占地

２．５２公顷、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的华安商贸综

合体项目建设；幸龙安置房小区成功签约，搬迁工

作正有序推进。在“十个一”功能建设中获９颗星，

“十个优”功能建设中获１个优。投资６００万元兴

建向阳南路，投资５００万元新建育才路，雨污水管

网、绿化、路灯同步实施到位，实现镇区“三横三纵”

路网格局。改造提升中心路路灯，确保镇区亮化、

绿化到位。投资５００万元建设中心路污水管网，形

成镇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完成生态公园一期工程

建设，占地１．７３公顷，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占地

１．９３公顷。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占地１．４７公顷的雪

岸集贸市场建设年内进入工程扫尾阶段。１２月，

由昌盛建设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建设的昌盛·金享

三星级大酒店正式对外营业，成为雪岸镇地标建筑

之一。

社会事业　年内，深入开展困难群众救助工

作，及时下拨救济专项资金，全年救助困难群众

１８７户。扎实有序开展城乡低保工作，确定农村低

保２９６户５６５人。及时发放五保供养金，做好五保

户医疗救助工作。组织实施冬季征兵工作，选送优

秀适龄青年应征入伍。做好现役军人家属优待金

发放工作，为１３名农村退役士兵发放自谋职业补

助金。全面推进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扩面工

作，净增养老保险３４４人、失业保险２８６人、医疗保

险４６４人、工伤保险１４２人、生育保险２３１人，全面

超额完成市交任务。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深入

推动教育均衡，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建成雪北小学、

南凌小学综合楼，年内投入使用。雪岸幼儿园、南

凌幼儿园均创建成省优质幼儿园。加强数字电视

整转工作，整转率为１００％；为刘杨村、凌云社区安

装调频高音喇叭２８只。成立雪岸镇消防中队，配

置消防车１辆，提升镇域扑救应急能力。协调组织

群众参加“城乡文化互动乐万家”和“百团义演舞皋

城”活动，成功创建南通市农家书屋先进镇，雪东社

区、雪岸社区文体活动室和文体广场成功通过如皋

市级达标验收。全面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监

管，全镇社区卫生服务站覆盖率１００％，其中雪东、

雪洪、凌云、刘扬、万鱼５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达到省

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镇世代服务中心为

待孕夫妇孕前免费优生健康检查１７６对，降低人口

出生缺陷率，连续１２年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先进镇称号。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雪岸镇加大

社会综合治理力度，深入推进平安雪岸建设。深入

开展“四项排查”（排查突出信访问题、风险预警项

目、安全事故隐患、基层基础工作），及时消除各种

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全面落实领导包案化解责任

制，无一起越级上访事件。顺利开展“六五”普法活

动，实施领导干部述法，进一步增强全镇领导干部

依法行政意识，法制驿站实现全覆盖。在各村居建

立推广矛盾纠纷陪调制度，通过吸收群众代表参与

人民调解，构建起“调解环节群众知晓，调解过程群

众参与，协议履行群众监督”的新型调解模式。镇

调处中心全年接待群众２４９批次５１６人，受理各类

矛盾纠纷２７０起，成功调处２７０起，调处成功率

１００％，其中，有效化解新闻媒体曝光案件３起。市

长热线和信访承办案件５１宗，群众满意率为

１００％。无一起因调解不及时、不到位发生民转刑

案件，促进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镇派出所查处各

类治安行政案件１５５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

员６６人（其中，刑事拘留１３人，移送起诉１０人，抓

获外省逃犯３人），调处各类民事纠纷２９３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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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２７５起，全镇没有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

和重大社会治安事件，全镇治安呈现出“一降三升”

（刑事发案率下降、纠纷调处率上升、案件办结率上

升、人民满意率上升）局面。

（范存逸）

２０１２年雪岸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６７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７０ ５．１１

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５６２８ １３．２４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００７９ ８．２７

财政收入 万元 ４６０３．２５ ６．８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２８１ ８．６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６１９８ １５．６ 各类汽车 辆 １６００ １．２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５９７４ １３．３７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２２．４ 持平

年出栏生猪 头 ４３８５９ －１４．３９ 科技人员 人 ３２０ １．５９

年出栏家禽 羽 ７７４０００ １０．２７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７０ ３９．３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１２９９ －９．３５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５５ ３５．５ 在职教师 人 １２６ －１０．６４

工业企业 个 １６２ ８．７２ 医院 个 ２ 持平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２４ ４．２ 卫生室 个 ９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８７３９３ ８．７４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１１５６ ２０．１ 电话普及率 ％ ９８ 持平

完成技改投入 个 ８ １４．２９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２ ４．５５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２５０００ ３．８９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８５ －８１．５９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７６０００ ５．５６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４８９３２ ８．４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４４７６ １．２０

三产实体 个 ４５ ７．１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７７０ １７．８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４０９７ ２．７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８ 持平

２０１２年雪岸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６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雪东社区 祝建梅 祝建梅 ２７ ３８５１ ２８５ １９２８１ １６３００

雪 洪 村 张 云 张友山 ２７ ３３２４ ２１１ １８４７４ １４９５８

雪岸社区 崔怀林 崔怀林 ３３ ４１６５ １８７ ３５４２７ １６３３１

刘 亮 村 田兴云 田兴云 ２５ ３２１０ ２５７．５ １７７２８ １４８９４

刘 杨 村 陆晓高 陆晓高 ２７ ４２００ ３１７ ２１７０１ １４４７４

凌云社区 范广宏 范广宏 ２４ ３５７８ ２８７ ２０５４３ １６３２６

南凌社区 季本山 季本山 ２２ ３８０４ ２７４ ２２７５７ １６２２４

万富社区 周 杰 周杰 ３５ ６１６５ ４６８ ３７８９９ １６２５０

·１８３·镇区概况



东东东　　　　　　陈陈陈　　　　　　镇镇镇

【概况】　东陈镇位于如城东郊。总面积６４平方公

里，镇区面积９．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６２９公

顷。辖社区７个、行政村８个，总人口４６２７１人。

２０１２年，全镇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３１９７．２１万

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５８３９．７６万元。实现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７５０９元，增长１７．６％。２０１２年，在

全市 “百面红旗”竞赛中获招商引资、全民创业、

小城镇建设、更高水平小康建设四面红旗，获如

皋市文明镇、村庄生态环境整治先进集体、书记

大接访先进集体等１３项先进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为促进全市 “三化”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融合发展，

作为全市三个 “万顷良田”工程试点项目区之一，

东陈镇全年实施项目区搬迁评估６４８户，涉及杭

桥、山河、汤湾三个村。“万顷良田”一期工程搬

迁２５６户，其中杭桥２０６户、山河社区５０户，整

理土地１２０公顷，打造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新增

农业项目１６个，总投资１．５２亿元，其中在石池、

徐湾、杨庄三个村沿白雪线两侧流转土地７３．３３

公顷亩实施有机稻米项目，并于年内首次种植。

新发展专业合作社１１家，发展成员２９００多人。

其中双群长蝶观赏鱼合作社被认定为省农民合作

社青年示范社和如皋市科普教育基地，先后接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农业农村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刘振伟，副省长何权、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丁解民等考察。全面实施村庄环境整治

工程，提升村庄环境，其中整治三级河庆丰河２

公里、东风河３．８公里，整治四级河１７条共１２

公里，尚书村作为全市８个村庄环境整治试点村

之一通过省级验收，其他１４个村均通过南通市级

验收，其中，洪桥社区通过三星级验收，山河社

区、南东陈社区通过二星级验收。全年流转土地

５６６．６７公顷，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１１３．３３公顷，

新增适度规模经营面积１６６．６７公顷。实现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７５０９元，１５个村居的村级集体收入均

达到或超过２０万元，其中尚书、南东陈、双群、

洪桥４个村村级集体收入达到５０万元。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

售３５．９１亿元、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３３．７７亿元，

分别增长２８．８８％和３３．７７％，位居全市第二。实

现工商注册外资２９９８万美元、实际到账外资６７６

万美元，位居全市第二。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新

增高新技术产业企业１家 （赛孚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高新技术企业１家 （赛孚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获专利授权３３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２件。

引进 “千人计划”专家和省 “双创”人才各１名，

科技人才工作位居全市第三。实现全部工业实缴

税金９８０８万元、规模工业实缴税金７６３９万元，

分别增长１４．３％、１８．８％。年内，投资１．５亿元

的江苏新核力机电项目、投资１．２亿元的江苏奥

林石业建材项目和投资８０００万元的南通嘉隆家居

用品项目均成功落户并开工建设，东鹏陶瓷华东

地区销售总部１８００万元成功收购东陈镇闲置企业

恒晟科技。全年新增思瑞机器、华大漆业２家规

模企业。双马化工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

印尼总投资７１５５万美元的棕榈油和硬脂酸两条生

产线全面投产，全年实现应税销售２７．９亿元，增

长３２．２％，总量列全市第三。新空间集团依靠创

新和技改，销售增幅翻番，应税销售排名全市工

业企业第６１位。

小城镇建设　年内，全镇新开工商品房面积

１４万平方米，城镇搬迁６０户，土地出让２２．３３

公顷，实现房地产税收１０４０万元，城镇化水平位

居全市第一。投资２２００万元、总长３．２公里新东

线和投资１７０万元、总长３．２公里丁如路均建成

通车，投资２５０万元基本建成镇区配套绿化、亮

化工程，总投资４００多万元、全长６千米管网延

伸工程全面到位，大幅提升镇区承载能力。建筑

面积７万平方米的东郊花园二期商品房全面建成

销售；３幢１１层的丽水花园安置房全面建成，１１

月份交付搬迁户进驻装修；“万顷良田”一期搬迁

安置房滨湖小区首批８幢４５０套建成封顶，其余

４幢２５０套于年内开工建设；建筑面积７万平方

米的翠湖湾工程开工建设。年内，天地源酒店、

总投资９００万元的雉水河公园通过星级考评，东

陈镇全面完成小城镇 “十个一”工程建设。推进

“十个优”功能建设，获三个优 （东郊花园、好民

居和工业集中区）。

社会事业　年内，东陈镇以民生幸福为第一

追求，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投资近８００万元加强学校硬件建设，

·２８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估位居全市农村乡镇第四，初

中升学率列全市第二，东陈小学创建成南通市艺

术教育特色学校。“低保”政策实现全覆盖，做到

应保尽保，完成困难群众住房改造４２户。全面推

进农民失地保障工作，６个村６４８人顺利进保。

投资５０万元扩建镇敬老院。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

１００％。成功通过江苏省充分就业镇验收。国家级

卫生镇创建顺利通过省级考核和国家级暗访。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深入开展 “四项排查”（排查信

访突出问题、排查有风险预警项目、排查安全隐

患、排查基层基础薄弱环节）活动，全年未发生

一起群访、越访事件，成功创建法治南通合格镇、

“三无”（无上访、无诉讼、无犯罪）镇和社会治

安安全镇，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９５％。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东陈镇在

基层组织建设中积极开展 “三先三升”活动 （即

基层组织争做先锋，在创优上升位；经济建设争

取先发，在总量上升级；便民服务争当先进，在

质量上升华），被市委组织部评为年度组织工作优

秀创新创优成果。在全市七一表彰会上，镇党委

被评为创先争优红旗单位、大学生 “村官”工作

先进集体。全年受理市长公开电话７４件，办结率

９５％，处理信访２６批６０人，全部办结，受理调

处矛盾纠纷２４８起，调处成功率９９％，被评为南

通市长安乡镇。全镇全年开展较有影响的文艺类

活动１２次。其中，杨庄社区第九届民间元宵歌舞

焰火晚会，参与群众达万人；“镇镇结亲，文化串

门”送戏到范桥村和雪岸镇雪洪居，观众近８０００

人。全年累计开展较有影响体育类活动１０次，参

赛总人数达３０００余人，其中，组织的省十三届夕

阳红钓鱼大赛，吸引省内离退老干部８０多名爱好

者参赛，获好评。开展 “三送工程”。全年送露天

电影、科教片１３５场次；镇文体广场固定放映５２

场次，观众近１万人；邀请市木偶团、镇组织文

艺骨干送戏到村８场次，观众４万余人；送图书

到村居近８０００册。

【新核力机电项目落户东陈镇】　７月２８日上午，

新核力机电项目在东陈镇低碳工业园区举行奠基

仪式，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缪小华，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蒋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良，

副市长陆雪松，市政协副主席张亚鸾等出席开工

仪式。

新核力机电项目是东陈镇围绕 “一区五园”

规划产业招商的重要成果，占地３．３３公顷，由该

镇在外能人洪启明投资１．２亿元兴建，主要从事

电梯配件生产与安装，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２亿

元，创利税２０００万元。

【新东线拓宽工程建成通车】　１０月，东陈镇按

照一级公路标准拓宽的新东线全面建成通车。

新东线从东建路至白雪线，全长３．２公里，

其拓宽工程将路面由９米拓宽至１５米，建成双向

四车道，总投资２２００万元。新东线拓宽工程进一

步完善东陈镇 “三横三纵”的道路框架，促进工

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

【东陈镇获南通市农家书屋建设先进乡镇称号】　

１２月，东陈镇获南通市农家书屋建设先进乡镇

称号。

近几年，东陈镇把建好、管好农家书屋作

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事常抓不懈，

投入１５万元添置书橱、购买新书。至２０１２年

底，全镇１５个村 （社区）全部建成农家书屋，

每家书屋藏书均不少于２５００册，石池村和尚书

村达３０００册以上。每家书屋安排专人负责日常

管理，正常开放，并定期开展读书活动吸引群

众阅读书报杂志，有力提升村民们知识水平和

文化素养。

【东陈镇工业应税销售总量位列全市乡镇第二】　

　年内，东陈镇咬定 “基本迈进现代化，建设美

好新东陈”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镇战略，工业

应税销售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应税

销售３５９１１０万元、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３３．７７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８．８８％、３３．７７％，在全市

乡镇中位居第二。

（周锦旭）

·３８３·镇区概况



２０１２年东陈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６９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９３５６４　　 －１２．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４０２　 １．５９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３１９７．２１ －１５．２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３２００ ４．４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２３７３ －４６．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６１００ ５．１７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３５０２ －１．８４ 各类汽车 辆 ９２２ １７．４５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２６８４ ２．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５１ ３．４４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９ －２．４７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４７ ２．１７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０８．７ －２．９５ 科技人员 人 ４７５ ０．４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８０２．９ －１９．５５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１２ ５．９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００８ －１８．７０

工业企业 个 ７２２ １．９８ 在职教师 人 ２０２ －９．０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５４５ ３．２５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７０１８２ ２．０５ 卫生室 个 １５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６０１７ ３０．３１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５ 持平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６ 持平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６５７６７ －２．３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２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６７６ －５９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９９５９ １９．４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４４２２０ １．４１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６１９７ －０．８５

三产实体 个 ２５００ ０．８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５０９ １７．６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１６９０ ３４．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９．２ ０．４０

２０１２年东陈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０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洪 桥 社 区 蒋正松 冒秀忠 １６ ２９３４ ７７．６７ ３８５５２ １９３７８．９

杨 庄 社 区 冒殿明 薛如华 ２２ ３４３４ ２８３．４０ ３２８９２．３ １７１３３．６１

汤 湾 村 汪正荣 何银生 ２７ ３４０８ １９１．９ ２６２３０ １５９９７．１４

山 河 社 区 邱宏波 秦宝山 ２３ ３１０９ ２１０．４７ ３０１４２ １８５９０．７６

杭 桥 村 薛伯林 张广田 ２１ ２６９８ １８７．１ ５７８３ １６３８３．１８

蒋 宗 村 张勇军 蒋爱建 ２０ ２８０３ １９８．２ ２８９０４ １７６４１．９４

范 桥 村 徐吉建 徐吉建 ２３ ３１７３ ２１９．５０ ３１７４０ １７７３８．７３

尚 书 村 季邦国 薛宏如 ２０ ２９４１ ２７６．６０ １２１３８ １７８９１．５７

北 庄 村 薛建华 薛伯林 １８ ２２０８ ２２６．００ １９６２８ １７０９１．７４

南 庄 村 薛福如 李世明 １９ ２４７８ ２６７．９３ ２２０４７ １７２１７．７４

冯 堡 社 区 李爱国 戴伯萍 ２３ ２８９５ ２６８．００ ２７６５０．３ １６３５１．７２

石 池 村 徐俊来 张 建 ３０ ３７６５ ３４９．６０ ３３５９８．３ １６９１５．５３

徐 湾 社 区 王炳忠 徐金梅 ２３ ３１６８ ２３９．３３ ２５１２８．８ １６５２１．８７

南东陈社区 高张生 李明山 ２５ ３７５８ １９３．３３ ９９５１９ １９８６３．６４

双 群 社 区 潘海燕 薛文全 ２１ ２８４０ １７３．８７ ２０４７８．３ １７４０２．３８

·４８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丁丁丁　　　　　　堰堰堰　　　　　　镇镇镇

【概况】　丁堰镇地处如皋东大门，是全国环境优美

乡镇、省卫生镇、省重点中心镇，总面积７０．４８平方

公里，镇区面积２．３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１３３公

顷，辖行政村５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４２８７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４．７２万人。２０１２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３０７８７万元，增长１０．７８％。完成财政总收入

２２６０４万元，总量位居全市镇级首位；完成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７２４５．２４万元。实现城镇人均可支配

收入２．６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１万元。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综合排名列全市

第一，被表彰为省乡镇统计规范化示范单位、南通

市村民自治模范镇，获市转型升级工程·招商引资

红旗单位、转型升级工程·全民创业红旗单位、文

化建设工程红旗单位、党建工作创新工程红旗单

位、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红旗单位等奖项１８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丁堰镇实现农业增加

值２．５８亿元，获如皋市农业现代化工程红旗单位

称号，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综合排名全市第一。新增

土地流转面积７３３．３３公顷、“三大合作”组织建设

新增工商登记会员３１００个，高效农业面积占比

６３％，南通海景园林有限公司成为丁堰镇设施农业

新亮点，在如皋农业推进会上，高效农业综合考核

列全市第四。水稻高产栽培攻关竞赛项目，经南通

市农委实产验收，亩产达７７６．３公斤，名列南通第

一。由镇水利站自主设计并施工的赵明恒压供水

泵站成为全国水利行业节水工程建设会议现场观

摩点。“五有”农业服务中心建设通过省级验收。

南通森果生态园区成为南通乡村“十佳”旅游景区。

丁堰镇和如皋市丁窑果蔬农地股份合作社被评为

市农村“三大合作组织”建设先进集体，赵明村被评

为市高效设施农业先进村（社区），皋南社区被评为

市村级集体收入先进集体，夏圩村被评为市村组公

路建设管理先进集体，新堰社区被评为市建设更高

水平小康先进村（社区），凤山社区被评为市“四有

一责”建设示范村（社区）。全镇新增垃圾池１６４

个、垃圾桶５６个，更新维修大垃圾房６个，“组保

洁、村收集、镇转运”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置体系

全面形成，实现村庄环境整治一星级康居示范村全

覆盖，凤山社区争创三星级康居示范村。建成红桥

村、皋南社区２个省生态村，鞠庄社区、凤山社区、

刘海村、赵明村４个南通生态村和新堰社区、堰南

社区、皋南社区、鞠庄社区、凤山社区、刘海村、赵明

村、红桥村８个省卫生村。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注册外资３１００万

美元、到账外资３８１．６万美元。引进市外民资

４８０００万元，名列全市第一。完成工业应税销售

３３．６９亿元、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３０．７８亿元。全部

工业实缴税金１．６８亿元，增幅名列全市第一。工

业用电量１２６５３．２４万千瓦时，新增装机容量５９５２

千伏安。南通杨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南通恒达织

造有限公司、南通涤诺日化有限公司、南通亚恒纺

织有限公司、南通兆宽纺织有限公司５家企业进入

规模企业行列。８～１０月“比贡献、争先进”竞赛考

核全市第一，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恒康家

居、如皋市丁堰纺织有限公司进入全市纳税百强企

业，其中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进入全市纳税

前１０强；江苏恒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制皂

（集团）如皋有限公司、如皋市丁堰纺织有限公司、

南通泰利达化工有限公司、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

司５家企业进入全市应税销售百强企业。培育南

通振宇玩具用品有限公司、如皋燕南工艺品厂、南

通恒瑞纺织有限公司３家规模文化企业。全镇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５０．７％。申请专

利１９１个，其中发明专利６２个。申报科技项目３０

个，立项１０个，新实施产学研合作４个。恒康家居

品牌“ＭＬＩＬＹ”申报为省名牌产品、著名商标，泰利

达化工“泰雪”硝化棉申报为南通市知名商标。

小城镇建设　年内，丁堰镇投入１３００多万元

完成镇区亮化、丁香路建设和污水管道、污水池建

设，投入３０００多万元完成环西路、环西大桥等基础

设施工程。老电影院和如皋市爱吉科纺织机械有

限公司老厂房、环东路、老丁西乡政府地块搬迁整

理完毕，福友综合楼、苏通大厦主体和嘉城名邸主

体等房地产项目完工，东盛华府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小城镇“十个一”功能配套建设全部完成，“十

个优”通过“星级宾馆优”、“农民集居区优”评比。

社会事业　年内，丁堰镇先后接待中央综治

办、中央党校、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以及河南、山

西、浙江省的县市和连云港、盐城等党政代表团考

察，为省、南通市提供“基层基础建设、司法行政、大

调解工作”推进会参观点５次。计生工作为全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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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新农村新家庭”现场会，丁堰镇新文体中心、计

生服务大楼、卫生服务大楼、丁堰小学学生食堂全

面开工。依托南通市艺术剧院、如皋木偶剧团组织

送戏进村文化活动１１场。建成省科普示范乡镇，

镇社区教育中心建成南通市科普教育基地，茄儿园

社区、森果农庄建成市科普示范基地，丁堰小学建

成市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全镇净增职工养老保险

人数１２８３人、工伤险８９７人、医疗险１４９５人、生育

险１２７１人、失业险１２８４人。农保参保缴费人数

１５１０８人，征缴保费达８９７多万元。全镇现有

１３１７０人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全年发放基础养老

１１００万元。全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３９９１４人。改造困难群众住房３５户。全镇１０６名

“五保”人员集中供养率７５％。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丁堰镇创新

举措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通过规范程序新录村

级后备干部３０名。制定后备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指定镇领导班子成员与年轻干部结对。大胆用人，

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锻炼。实施谈心谈话制度，定

期与年轻干部谈心谈话，有针对性地引导教育。选

聘２９名老干部，对其系统培训法律知识、审判规

则、调解技能等，他们作为首批调解志愿者，承担法

制宣传、诉前调解、协助矫正非帮扶感化未成年人

等工作。建立党政领导扶持重点非公企业制度，搭

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政议政平台，陈坚、倪张根

２位企业负责人被选为南通市人大代表，陈坚、倪

张根、徐勇军、张亚明４位企业负责人被选为市人

大代表，许春龙、孙爱明、沈峰３位企业负责人被推

荐为市政协委员。镇人代会召开期间，党外人大代

表提交涉及丁堰镇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建议

１６件。丁堰镇被评为市文明镇，丁堰镇农村经济

服务中心、畜牧兽医站、敬老院、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党校）、丁堰镇幼儿园、丁堰小学、刘海小学、丁西

小学、丁堰镇初级中学、江苏恒康家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如皋市西东色织厂有限公司、如皋市丁

堰纺织有限公司、南通振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泰利达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制皂 （集团）如

皋有限公司、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镇卫生

所被评为市文明单位，茄儿园社区、凤山社区、

鞠庄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刘海村被评为市文

明村。丁堰镇党委获皋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为全市党校规范化建设提供现场会。规模企业实

现党组织动态全覆盖。丁堰镇、茄儿园社区、风

山社区、新堰社区、鞠庄社区、刘海村、丁堰镇

初级中学、丁堰纺织有限公司８家单位建立 “道

德讲堂”。“德昌丁堰”爱心品牌被评为市 “十大”

爱心品牌，用 “善良和坚强诠释爱与孝真谛”茄

儿园社区的周俊红被评为市爱心大使。

【丁堰镇全民运动会】　９月２２日，丁堰镇在茄儿

园社区文体娱乐中心举办２０１２年全民运动会开幕

式。运动会分两个阶段举行，成人部比赛于９月

２２～２５日举行，项目有田径、球类、趣味项目等；少

儿部比赛于１０月２０～２１日举行，项目有田径、跳

绳、球类等。

【丁堰镇“保姆式”服务推进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建

设】　年内，丁堰镇通过提供资金扶持、为专业合作

组织开辟市场、开发品牌，推动标准化生产，提供项

目等，全程“保姆式”服务，推进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建设，引导其走向规范化、规模化，全力解决农民后

顾之忧。丁堰镇现有农业专业合作组织３０家，涉

及水产养殖业、畜牧业、粮食、果蔬、苗木种植业和

农机服务等多个领域，成员１６１８１户，带动全镇

１２０００多农户发家致富。

（邵建国）

２０１２年丁堰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０７８７ １０．７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１０４ １．４

财政收入 万元 ２２６０４ －１．６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２９３６ １１．９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５８３１ １３．８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５０９９ ７．５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７３８７ ４．７２ 各类汽车 辆 ８０２ ２８．９４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６９８０ ０．１６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４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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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１－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８４ ８．３４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２ ２．５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６０．３３ －０．１ 科技人员 人 ９６９ ０．２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６０４ ９．５ 中小学校 个 ４ －０．２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０７ １．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０４９ －３８．６７

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２１ ０．４ 在职教师 人 ２４１ －３３．６１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２１ ０．４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１８３６００ －３８．２９ 卫生室 个 １４ －４１．６７

工业利税 万元 ８４１２０ １．２ 初保普及率 ％ ９４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１９ １５．５３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４ １．２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２４４６４ －２２．３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８２ －７４．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０９０００ １１．８３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１５９３４ ２６．２１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３０２９ ３２．５４

三产实体 个 ３９８５ ３．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１７１ １５．５８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６５２７ ３．４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３９．６ ６．７４

２０１２年丁堰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２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红 桥 徐宣安 朱余海 ４１ ４７９５ ４５６．４ ５０３２６ １６１４８

朝 阳 崔胜利 崔胜利 ３１ ３４３６ ３００．５ １１１６４３ １６０８５

刘 海 钱志荣 陈建明 ２９ ４１１３ ３４９．８ ６３５１６ １６９６２

堰 南 刘明祥 冒建国 ３７ ４９７８ ３９４．４ １６３８６０ １７５０３

新 堰 康建芳 刘兴燕 ２２ ３２１０ ２８３．１ １２５５２１ １７８２４

夏 圩 周国祥 周国祥 ２８ ３４２９ ３７５．５ ６８２７２ １７１５５

凤 山 王 林 王 林 ２９ ４９３９ ３０９．５ ３１３７８９ １８００２

赵 明 丁爱华 丁爱华 ４９ ５６７９ ５４６．７ ７０８９０ １５４９０

鞠 庄 吴 钧 王章全 ６１ ７０６１ ６４７．７ ２３５４４５ １６５０７

皋 南 季永泽 季永泽 ４２ ６１１６ ３１９．６ ６７９０８８ １９９０９

林林林　　　　　　梓梓梓　　　　　　镇镇镇

【概况】　林梓镇位于如皋市东南部，东与如东接

壤，镇行政区总面积５９．４３平方公里，下设社区５

个、行政村５个，村（居）民小组２３５个，总居住户

１３０６３户，总人口４４３６３人。２０１２年，完成财政总

收入９７７３．９９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４１４１．７５万

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５３０３元，同比增长

２２．２％。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９．７∶７１．２∶１９．１。

获市“民生幸福”工程红旗单位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全年新增规模农业项目１２

个，累计完成项目农业投入１．３３亿元，新增高效农

业面积７０４公顷。康盛园林、云轩竹业建成有影响

的特色种植观光园区，获市旅游业创优升级先进集

体称号。桥口泰森养殖建成南通市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全年争取上级资金１０００多万元，实施农业

综合开发和小型水利项目，新建防渗渠道４０公里，

改建泵站４座，获南通市水利工作先进镇称号。省

级卫生村、环境整治一星级康居村实现全覆盖，其

中月旦、林梓两个社区通过三星级验收，获市村庄

生态环境整治先进集体称号。夏秋两季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工作、河道整治工作在全市处于先进行

列，“四位一体”长效管护考核全市第一，获市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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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长效管护先进集体称号。

工业经济　年内，林梓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

售、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２．８８亿元、７．８２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１２．７８％、１１．０２％。新增装机容量

７５５６千伏安，同比增长９７．９６％。全年工业用电量

４９２８．９５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９．７６％。逸人服饰、云

峰铜材２家企业应税销售进入全市前５０强。金祥

顺纺织等８个新落户项目开工建设，鼎强机械等４

个续建项目全面竣工，双隆纺织等３个技改项目投

产达效，获三季度全市项目竞赛二等奖。全年累计

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６．８５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抵扣

税６５０．３１万元，同比增长８３．９７％。全年完成专

利申请５７个，其中发明专利２０个。申报科技项目

１１个，立项７个。全年完成技改投入４．０３亿元，

同比增长２５．６％。鸿志化工、逸人服饰等５家企

业建成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增“明鹏”、“高阳”

２个南通市名牌产品，获全市自主品牌创建先进单

位称号。

社会事业　年内，林梓镇获市民生幸福工程红

旗单位称号。先后举办大型文体活动１０多次，为

省、南通市农民基层体协现场会提供现场，获南通

市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如皋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先进集体称号。林梓小学“留守儿童教

育”等品牌效应持续放大，建成全国首家留守儿童

成长足迹馆，获市“爱心团队”称号。奚斜小学空竹

文化在中央电视台展播。阳光初中中考综合升学

率名列在全市处于先进行列。世代服务内涵提升，

全省计生现场会在林梓镇召开，林梓镇获市人口计

生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人

口计生新农村新家庭“五有”示范镇。深入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获市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卫

生工作年终考核首次进入全市前八名。全年新增

数字电视用户、宽带用户、模拟用户分别占年任务

的１９８．６％、１８７．６％、１９２％，考核居全市第一。落

实“低保”户５０５户、１２４１人，月补资金１６．７万元。

累计发放生产、生活救助资金４３０人次、１０．７万

元，为历年最多。全年发放大病医疗救助资金３８

万元。“养老、失业、生育、医疗”四险超额完成市交

任务。新农合参合率、筹资率、及时率均实现百分

之百。铺设完成区域供水支管道１１公里。修建通

达工程１６公里，完成危桥改造１４座，获市农村危

桥改造先进集体称号。

小城镇建设　年内，兴业路绿化、亮化工程全

面结束。南港西路、兴业路西延工程，二灰碎石铺

设结束，镇区“三横三纵”道路网络逐步完善。新增

镇区污水管网２．９公里。全年完成城镇基础设施

投入１１００万元，占年任务１２２．２％。阳光小区４

幢１８层高层住宅加快建设，慧源小区基本竣工，明

珠花苑三期对外销售，苏中红木大世界开工建设。

完成小城镇“十个一”创建工程。龙正会所通过“星

级饭店优”考评。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林梓镇１９家

单位获市文明单位称号，林梓镇获市文明镇称号，

被评为市人武工作先进单位。深入开展“六五”普

法，累计举办法律咨询１５场，法制培训６期，新建

法治文化园５家。开展“三解三促”活动，重视群众

来信来电来访工作，“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下访接

待等公众诉求渠道进一步畅通，开展“四项排查”工

作，社会总体和谐稳定，被评为市信访“四无”乡镇、

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建成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１家、ＡＡＡ级居家养老服务站４家。建成镇残疾

人托养中心。发挥现代防控体系、特殊人群管理服

务体系、社会矛盾大调解体系作用，通过南通市现

代技防乡镇评估验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林梓社区建成南通市安全社

区，苓美服装等５家企业通过南通市安全标准化验

收，林梓镇被表彰为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慧源小区安置房开工建设】　４月，林梓镇慧源小

区安置房开工建设。

慧源小区南临林梓镇高阳路，北至林西北路，

西邻规划建设的镇中心幼儿园。小区规划占地

６．６７公顷，一期工程占地４．４公顷，总投资２．０８

亿元，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小区由林梓社区采

取招商建区方法，聘请上海申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代建。小区以欧式风貌为格调。小区建成后

可吸纳８５０户农民进镇居住，为镇区的开发建设提

供充足安置房源。截至年底，７栋住宅楼竣工。

【林梓镇盘活闲置资产发展经济】　　年内，林梓镇

盘活丁平线两侧林峰香业、家纺园、友联家私、清林

实业等多年闲置资产，对接投资２０００万元的御昊

轩红木家具项目、投资１．５亿元的金祥顺纺织项

目。清理盘活奚斜老镇区土地６．６７公顷，引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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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３８００万元的成西织造、投资３５００万元的恒泰纺

织项目、投资３１００万元的曦旺织造项目。盘活斐

博老厂区，引进投资３００万美元的永茂建材项目。

【林梓镇启动高档小区建设】　　年内，林梓镇启动

全镇首个高档小区———阳光小区开发建设。阳光

小区位于林梓镇东镇区的核心地段，项目主体包括

高１８层的４栋住宅楼和临街商铺及相关配套设

施。项目总投资２．４８亿元，总占地面积３．０２公

顷，总建筑面积９万多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７万多平方米、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１．２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０．８万平方米。该小区建成后将

成为林梓中心商贸区新地标。

（许　伟　吕林林）

２０１２年林梓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３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４３３２４ ８．２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４６ 持平

财政收入 万元 ９７７３．９９ －５．７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００８．７ ３３．４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３８６６ １０．８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９３４５ １８．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００８８ １０．１２ 小汽车拥有量 辆 １９０６ １９．９５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６０１０５ １９．１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０５ ６．２２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１．０２ ６．２７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１０６３８ －１８．２３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０．３９ ２１．５２ 科技人员 人 ７８１ ２．０９

水产品产量 吨 ４８０ ４．３５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４ 持平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５８７ －２．２７

工业企业 个 ３９１ ０．５１ 在职教师 人 １８５ －７．９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８５ ０．２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２８７７３ ２．７７ 卫生室 个 １１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７８１４ １６．０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项目个数 个 ３４ ７８．９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５ 持平

当年项目投入 万元 ９４８３９ ３１．０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２５ －８１．２６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９．５６

外贸供货额 万余元 ２６３５ １２．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４６８５ －３．２４

三产实体 个 ５３２ 持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３０３ ２２．３４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６２５６ ２．２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５ 持平

２０１２年林梓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４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新 陆 村 冒开林 肖金华 ３８ ４４１５ ３９４ ６４７３２ １２５７３

斜 庄 村 张红玲 杨福泉 ２４ ３９４２ ２８２ ６７２８８ １４２９０

顾 岱 村 孙建娟 姚学俊 ３０ ３６７３ ２９７ ５８０９８ １４２８０

文 著 村 薛卫东 仇正乾 ３２ ４７４６ ３７９ ２４５４１６ １５３７９

月 旦 村 徐拥军 王建华 ３２ ５５２０ ４３３ １２４２８４ １５９４５

居 委 会 周国泉 周 玉 ４６ ７４２７ ３７６ ２５７１３９ １８２７５

沈 腰 村 李思泉 李思泉 ２６ ３１３７ ２５８ ６９３０３ １４４１２

合 兴 村 陈永建 陈永建 ２９ ３１９０ ２７３ ５１３９６ １３１７１

蒋 殿 村 周建华 李世友 ３５ ４１３０ ３７８ ４７９９７ １５１９２

桥 口 村 周全林 章生明 ４３ ４６１９ ４８３ ６６７８８ １２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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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白　　　　　　蒲蒲蒲　　　　　　镇镇镇

【概况】　白蒲镇位于如皋市东南部，东与如东县

新店镇相邻，南与通州区平潮镇接壤，总面积

８５．３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１９１．６公顷，镇区规

划面积８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１０个、社区７个，

总人口８．５万人口。２０１２年，完成财政收入１．７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８７９２．１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５％。被评为省创新

型乡镇、科普示范镇、科普先进集体，被南通市

授为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南通市村庄环境

整治先进镇、南通市 “四位一体”长效管护达标

镇、南通市体育明星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白蒲镇实现规模项目

农业投入１８５９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８万

元，增长１４．８％。全年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７４６．６７

公顷，其中新增设施农业１８４公顷。全年争取上级

资金３００万元，加快实施小型水利工程和农业综合

开发，修建防渗渠２０．２公里，新修水泥路１２公里。

朱家桥村通过省级试点村专项验收，前进社区通过

三星级康居乡村验收，松杨、蒲西通过二星级康居

乡村验收，其他村（社区）通过一星级康居乡村验

收。推进农村“四位一体”长效管理体制，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工业经济　年内，白蒲镇完成工商注册外资

３６８０万美元，增长３７．８％；实际到账外资４３５万美

元，利用外资在全市各镇排名第四。引进市外民资

４．７亿元，在全市各镇排名第二。引进纽唯盛机

电、辉煌重钢、皋泰汽配等项目落户。完成规模工

业投入９．０７亿元，增幅２５．５％，其中技改投入５．３

亿元，增幅２５．９％。新增装机容量１２７１１千伏安，

增幅４．１３％。固定资产抵扣税１５０９．３６万元，增

长２７．８％。全镇新开工和技改项目２８个，投资总

额１１．２亿元，在建项目２８个，在谈项目５个。园

区内搬迁７户，整理土地面积３３．３３公顷，新建标

准厂房２７０００平方米。

社会事业　年内，白蒲镇全面启动现代化新白

蒲小学建设。投资２５０万元改造升级白蒲公园。

全年参加新型合作医疗５０７０７人。白蒲中心医院、

勇敢医院、新姚医院合计增设床位近３００张。全年

完成“新农保”２４２４３人，实现全覆盖。全镇“低保”

户落实、城镇职工保险完成市交任务。农村“五保”

户集中供养率达７５％。危房改造５１户。围绕

“５００米公共服务核心圈”建设要求，政法中心、社

会事业服务中心顺利落成并投入使用，公安业务用

房在建设中。全镇１２１公里农村公路呈现安全、畅

通、整洁新景象，村村通公交基本实现无盲点。社

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１００％，办理政策照顾生育

１５３人，新增农村奖励扶助登记５０６人。３月，配备

灯光篮球场的１．６７公顷蒲盛广场于落成，正式对

群众开放。

小城镇建设　年内，白蒲镇在全市各镇小城镇

建设考核中排名位列第一。全面完成文昌路西侧

地块１．６７公顷搬迁扫尾工作。农贸市场周边环境

反差地块搬迁基本结束，搬迁３４户。北空场巷国

有土地征收地块安置方案通过审批，补偿及房产置

换方案形成。“十个优”功能创建获四个优（星级酒

店优、农民集居区优、生态公园优和工业集中区

优）。完成蒲盛广场、纬三路等配套工程建设。惠

蒲新世纪８栋主体、华盛名邸８栋主体工程、弘霖

综合楼全部封顶。全年出让土地１３．９７公顷，建设

商品房１９５８套，出售８５８套，完成房地产税收

３３５８．９万元，增长４６％。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５

万平方米松杨安置区主体全部竣工。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白蒲镇信访

渠道畅通，信访工作卓有成效。推进社会矛盾大

调解工作，干群关系融洽。白蒲镇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方面被评

为如皋市先进集体。创建 “平安白蒲”、“法制白

蒲”，镇司法所被评为南通市三星级优秀司法所、

南通市 “三无”（无集访、无群体性事件、无民转

刑案件）司法所，获如皋市优秀调处中心称号。

全镇被如皋市授予红旗表彰８项、先进集体１２

项，１０家单位被评为文明行业、１３家单位被评为

文明单位、４个村 （社区）被命名为文明村 （社

区），１１人受市政府嘉奖。

【省直单位南通组省人大代表到白蒲镇调研】　１１

月２日，省直单位南通组省人大代表在省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林祥国带领下，在南通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黄利金，副市长徐

辉，南通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水林陪同下到白蒲

镇，专题调研现代农业发展情，考察白蒲镇朱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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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环境整治现场、南通康盛苗木园艺场等处。林

祥国认为朱家桥村现代化气息浓，农业机械化、农

民住房集聚化、农田管理现代化真正体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王卫星一行到白

蒲镇调研】　１２月７日，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

室主任王卫星一行在省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

财政厅副厅长江建平陪同下，到白蒲镇调研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和农村公共服务维护运行机制建情况。

市委书记、市长姜永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道

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勇陪同调研。王卫星一

行考察白蒲镇朱家桥村公共服务中心、农民集中居

住区，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深入农户家中，

了解生产生活现状。王卫星认为，白蒲镇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和农村公共服务维护运行机制建设以及

规范化财政所建设等方面工作“很有吸引力”，农村

面貌焕然一新。

【南通惠蒲大酒店举行四星级酒店揭牌仪式】　１２

月１５日，白蒲镇首家四星级酒店———南通惠蒲

大酒店举行揭牌仪式。南通旅游局党组成员王

华全，如皋市政协主席李中林、市旅游局局长

朱国镔、南通惠蒲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建华

等相关领导和人员出席仪式。酒店总投资１亿

多元。主楼１２层，裙楼３层，总建筑面积

２５０００平方米，是集客房、餐饮、会议、娱乐于

一体，以酒店文化、餐饮文化、长寿养生文化

为主题的综合型酒店。

（姜卫星）

２０１２年白蒲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５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７４８７１ １２．６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９１ １０．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７７７０ １．７５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２１６９ １４．５２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９５１９ １０．３８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５１２３２ １４．９９

粮食总产值 吨 ５４１２４ ０．６９ 各类汽车 辆 １２６０ ２２．３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６３３６５ ２１．５４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３０ 持平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２．９ ２１．７０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１８ －１．６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２０ ２０．２９ 科技人员 人 １６８０ ２０．０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３０８０ ０．６５ 中小学校 个 ５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７２２ ５．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０４７ －３．１７

工业企业 个 ３１５ １．６ 在职教师 人 ３２１ －４．４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３０ ６．４５ 医院 个 ４ 持平

工商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２２１９１６ －１６．２ 卫生室 个 ２０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３９３７ ０．２２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２２ －２１．４２ 数字电视普及率 ％ ９８ ６．５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１１９００ ４７．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合同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６８０ ３７．８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１２９１３ ２９．３３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９５１０４ ４５．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１７９０ ２９．０５

三产实体 个 ２９３ ４５．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７７７ １４．８３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１２０ ０．５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０ 持平

·１９３·镇区概况



２０１２年白蒲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６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黄 行 村 陈建华 陈建华 ３１ ３６９６ ３３９．７ ９７３００ １５５６８

姚家园村 沙建华 沙建华 ３１ ３９４７ ２９３．３ ４９３３７ １５６７２

钱 园 村 朱志伟 吴松涛 ３９ ４８７３ ２６６．７ ６４８２７ １８６６９

朱家桥村 朱志聪 杨建新 ３７ ４５４７ ２６４．６ ３５０２２ １８６１６

松杨社区 张 娟 张 娟 ２１ ４１４８ ２２９．７ ５３０２９ １８９４２

蒲东社区 孙德华 孙德华 ４１ ５４６５ ２７８ ４８２１１ １８６９５

浦西社区 秦正国 秦正国 ３５ ５６９６ １９５．２ １１３１１５ ２１１８７

前进社区 周建华 周建华 ２４ ３３２９ ２０２．３ ７６６８０ １９７２７

朱 窑 村 张广明 张广明 ３６ ４７６４ ３１０．７ ６１５６４ ２０８５７

姜 北 村 陈友兵 陈友兵 ２９ ３８７６ ２６０．３ １９７１６ １６１７３

康 庄 村 丁国炎 丁国炎 ３１ ４４６８ ２４０ ９２３４５ １９７３３

文峰社区 陆建华 李志红 ３８ ５０７９ ２７５ ４１９６８ １６６５８

杨家园村 顾良建 宋林泉 ２６ ３７３２ １５７．３ ２１９４０ １７２００

沈 桥 村 许建国 许建国 ３４ ４４２２ ２８０．７ ２３３６６ １４３１５

唐 堡 村 蒋建国 蒋建国 ３２ ４３０１ ２１９．８ ３８４４８ １４６８０

邓 杨 村 钱广军 钱广军 ３０ ３７１４ ２１８．３ ３９７４９ １６４３６

居 委 会 薛剑岚 薛剑岚 ３０ ８２９６ １６０ １００ １６４１２

下下下　　　　　　原原原　　　　　　镇镇镇

【概况】　下原镇地处如皋中南部。总面积７０．７６

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３．４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

３８３２．８公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６．３

万人。２０１２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３４０４７万

元，同比增长１２％；实现财政收入１１１２９万元，同

比增长１９．６％。获省计生依法行政示范镇、南通

市土地执法模范镇称号，获如皋市工作目标综合考

核先进单位、文化建设工程红旗单位、生态文明建

设工程红旗单位、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红旗单位、党

建工作创新工程红旗单位、文明镇等奖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下原镇实现农业总产

值３３９２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１％；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５１４元，同比增长１５％。新增设施农业１５３．３公

顷、有机农业６６．７公顷、花木面积１００公顷。新建

野树花木园、陈桥景观苗木基地２个６．７公顷以上

花木园区，新建老坝金冠生态农业园１０公顷，扩大

牧野特种养殖园区至６．７公顷，扩大锦标有机稻米

种植面积至１３．３公顷，推动４６．７公顷花园头有机

稻米进入转换期，建成３３．３公顷腰庄大棚果蔬设

施农业园区。新增“三大合作”组织成员３８４１个，

累计建成农民专业合作社３３个、土地股份合作社

１５个。全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总收入４６１万元，同

比增长２３．９％，每个村（社区）集体收入均超过２０

万元，其中沈阳居、花园头村超过５０万元。道路管

养、水源清洁、垃圾清运、绿化管护“四位一体”长效

管护成效显著，被评为南通市环境整治达标镇。１５

个村全面建成环境整洁村，通过一星级康居乡村验

收，其中沈阳居、陈桥村、花园头村建成二星级康居

乡村。新建农村公路２０公里，改造危桥９座，当年

全面建成通车，被评为南通市农村公路管养达标

镇。利园山庄获省四星级乡镇旅游示范点称号。

工业经济　年内，下原镇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

售９．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３％，其中规模工业应

税销售４．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９％。全年正式签

约落户规模以上工业项目８个，新培育敏哲肉制

品、瑞鑫发制品、琦馨服饰３家规模企业，累计建成

规模企业２８家。医邦医疗建成如皋市级工程技术

·２９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研发中心。成功申报专利１１７件，其中发明专利

４２件，获专利授权２３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２件。

申报国家、省、市各类科技项目２０项，其中立项８

项。日鑫电子成功获批国家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

和国家火炬计划，其产品无铅阻尼二极管获南通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年新注册商标４０个，其中获

南通名牌产品２个。申报注册“下原医疗器械”商

标，医疗器械园区成功升格为市级园区，并被命名

为如皋唯一的南通市服务业集聚区。

小城镇建设　年内，下原镇投入１３４０万元建

设镇区基础设施。完成惠民路西延及医疗器械园、

惠民路、康园路的人行道计１．８１公里，同步实施雨

污管网铺设。完成镇区核心区及工业园区标准厂

房楼体亮化工程、镇区及工业园区７４盏路灯安装

工程。１万平方米惠民文体广场竣工并对公众开

放。小城镇“十星”创建累计获８颗星，获得１个优

（商品房小区优）。镇区搬迁４４户，整理土地２．９

公顷。土地拆旧复垦２３．４公顷，土地出让９．９公

顷。房产开发４．２万平方米，竣工３．２万平方米，

８２户农户购房进镇居住。新建育贤安置小区二期

４幢交付使用。沈阳社区５幢５层建筑面积１．５

万平方米１００套集居房交付使用。

社会事业　年内，下原镇投资１８００万元新建

中心幼儿园，投入１００多万元加固花园初中教学

楼。下原初级中学２６名学生中考成绩达如皋中学

公费线，２１０名学生录取四星级高中。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站规范化管理。全镇数

字电视用户突破１．３万户。推进诚信计生和村民

自治建设，全面实施各项计生政策。全镇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率１００％；新增农保参保１４７２人，续

保２１４９３人，办理失地农民保障１０６人。全年为

７５６户“低保”户、５５１名重残人员、８８名“五保”人

员、８３０名民政优抚人员发放各类补助资金累计

５８０万元。实施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改造提升工程

４１户。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下原医院等

１３家单位和部门被评为市文明单位，文庄社区等４

个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花园头村被评为市文明

村，下原邮政等８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行业。加强

村级民调、信访、综治警务室建设，全年调解各类矛

盾４２０起，调解成功率９８％。推行“三理工作法”，

全年梳理群众诉求２００余起、代理群众事务８００余

件、处理群众难题８０余个。

【陈桥村建成千亩景观苗木基地】　４月，历时１４

个月，下原镇陈桥村千亩景观苗木基地完成全部苗

木栽植。

该基地租用陈桥村１１个村民小组土地，占地

６６６．６７公顷，投资１．８亿元，设园林大树景观栽植

区、小乔木栽植区、球类栽植区、灌木栽植区４个特

色种植区域。园内，各类苗木品种齐全，特色明显，

为苏中乃至整个华东地区优质苗木培育重要基地。

【下原镇建成１万平方米休闲文化广场】　７月，下

原镇在镇区核心区启动１万平方米的惠民文体广

场建设，总投入３００多万元，集文化体育、健身休闲

于一体，建有下沉式广场、演艺广场、文化墙群、景

观小品、长青园、雕塑、喷泉等。１１月，文化广场全

面竣工，并向公众开放。

【医疗器械园区被命名为南通市服务业集聚区】　

１２月，下原镇医疗器械产业园区被命名为南通市

服务业集聚区，是全市唯一南通市级服务业集聚

区。年内，下原镇以推动医疗器械产业集聚集约发

展为目标，着力规划建设医疗器械产业园区。１０

月，下原医疗器械产业园上升为市级园区，申报注

册“下原医疗器械”商标。截至１２月底，医疗器械

园区１～４期建成和在建经营用房５．５万平方米。

【利园山庄获省四星级乡镇旅游示范点称号】　１２

月，下原镇利园山庄获省四星级乡镇旅游示范点

称号。

利园山庄地处下原镇花园头村，投资１８００万

元，占地２０多公顷，于２０１１年５月正式营业。该

园集有机种养、观光养身、休闲娱乐、购物住宿为一

体，布置有各式亭台轩榭、假山瀑布、古木奇树等，

绿化率达８０％以上，可一次性容纳２００多人就餐。

【下原镇财政收入突破亿元】　年内，下原镇完成全

口径财政收入１１１２９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１００．２６％，同比增长１９．６％，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４４８８万元，占全年目标任

务的９４．５％，同比增长２３％。

（冒银飞）

·３９３·镇区概况



２０１２年下原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７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３４０４７ １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１１２９ １９．６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３９２８ １１

粮食总产值 吨 ３５９５９ －９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９６００ 持平

年出栏猪数 万头 ６ １８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７３ 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５７１ －４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０９ ２４

工业企业 个 １０２１ －１５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０２１ －１５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２２０４５ －６７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０１３３ －６２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５ －８６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０８８０ －６４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０ －９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１５０ ３４

三产实体 个 ２６５０ －９３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７８４４ ８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９８８ 持平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２１５０ 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８５１０ 持平

各类汽车 辆 ２１６５ －６３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０ 持平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５ 持平

科技人员 人 ９８２ ５

中小学校 个 ４ －２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８１２ －７

在职教师 人 ２７７ －４

医院 个 ２ 持平

卫生所 个 １ －９４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５ １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６ 持平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２９１００ １７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８４０１ 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５１４ １５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持平

２０１２年下原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沈阳社区 于永国 于永国 ３２ ４２５０ ３３１．７ ３５６０８ １５０８２

下原社区 王志祥 王志祥 ３２ ４８１５ ２６５．４ ５５３９０ １６８６３

邹庄社区 葛 军 刘文泉 ２９ ３８８９ ２６６．４ ３２５０５ １４４０２

野树社区 张善良 洪进余 ２９ ４４３６ ２０５．４ ３４５５８ １５１５２

文庄社区 王海山 丁 旭 ３３ ４５５８ ２７０．１ ３４６９２ １４３２５

桃园社区 王建平 陈德平 ２７ ３１１６ ２３７．６ ３０５０８ １５１８９

腰庄社区 王 平 王 平 ３５ ４９６２ ３２３．７ ３６２８６ １４３０３

白李社区 秦小军 李世梅 ２５ ３９６０ ２１６．３ ３０１０９ １４２４５

曙 光 村 丁邦宏 沈国庆 ２４ ３４０６ ２９９．９ ２５９６４ １３２８６

花园头村 丁邦峰 丁邦峰 ２７ ４０４８ ２７６．７ ３１１１２ １５１０８

老 坝 村 范陈龙 范陈龙 ３４ ４２７８ ２９０．２ ３２５５７ １３２７４

陈 桥 村 周建华 周建华 ２６ ３３０１ ２２０．２ ２５３０８ １３６６５

蔡 荡 村 钱 军 姜 哲 ２９ ３８３２ ２５５．３ ２９３３２ １４５１３

张 庄 村 吴皋南 吴皋南 ２４ ３１１６ １７６．３ ２５９３０ １３６６３

藕 池 村 范红云 范红云 ２３ ３１００ １９７．６ ２２９６１ １３６１６

·４９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九九九　　　　　　华华华　　　　　　镇镇镇

【概况】　九华镇位于如皋市南端，与通州区平潮

镇、五接镇接壤，总面积７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３２６８．３公顷。辖行政村１４个、社区５个，总人口

６８０６６人。２０１２年，通过全国卫生镇验收，获省农

村公路管养示范镇、南通市农村环境整治先进镇、

如皋市项目投入、全民创业、小城镇建设、更高水平

小康建设５面红旗，并获得市级奖项８个，全镇６０

家单位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九华镇完成云屏、杨

码、郭洋节水灌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新建泵站３

座，改造泵站２座，新建防渗渠１７．９公里。成功申

报如海灌区第１２期项目工程，疏浚三级河１条、四

级河１６条，整治家沟家塘９５条段，整治土方６０万

立方米。改造农村危桥１６座，新建硬质化四级公

路１５公里，引进高档插秧机等先进农机具１９台

（套），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围绕“农业三年倍增

计划”，完成高效设施农业１５４公顷，建立千亩果

蔬、千亩花木园区各１个，新增有机稻１个、有机果

蔬基地１个计６４公顷，新增水蛭、水芹等水产养殖

项目各１个，新增千头羊项目２个、养猪项目１个。

完成“三个一批”工程４个。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提升规模经营、专业经营、标

准化经营水平，海明葡萄、草莓、郑甸蔬菜等农产品

影响力、知名度逐步提升。全镇村集体收入达２０

万元以上村（社区）１１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１５２２６元。

工业经济　年内，九华镇聚焦招商引资，实现

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坚持速度与质量统

一，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初

步显现。全年跟踪洽谈项目５０多个，正式签约落

户项目１３个，其中１亿元（２０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

７个。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９．７亿元，占年计划

１１２．８％，同比增长２８．６％。全年完成全部工业应

税销售２７．４亿元，占年计划１０３％，同比增长

１０．６％，规模工业应税销售完成１９．６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５％，均超过全市平均增幅５个百分点以上，

全部工业实缴税金和规模工业应交税金在全市负

增长１３％情况下，增幅分别达７．１％、１１．６２％，镇

内８家企业在全市应税百强企业中榜上有名。新增１

亿元企业３个。推进科技创新，新增“上大循环材料

研究所”等研发中心２个，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３个。

申请发明专利３７个，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７个。

社会事业　年内，九华镇聘请南京大学规划设

计院按照市重点镇标准重新规划镇区１０．２平方公

里。新开工建设镇区道路３条，新建华阳路北延工

程、华实路以及兴隆路配套污水管网４．６公里。华

阳路、华荣路亮化工程全面结束。投资１５００万元、

长１２００米镇区东方河景观带全面建成。全年完成

基础设施投入２４００万元，占年计划１７１．４％。镇

区道路达到“六横六纵”，道路总长度２．１９万米，铺

装面积４７．６万平方米。现有镇区路灯１０２２盏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３４．５％，新引进商业银行（工商

银行）１家，新开工房地产面积２５．５万平方米，新

开工小区３个，新增连锁点１家。推进文化建设工

程，占地５．３３公顷农民文化公园一季度建成开放。

教育教学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九华初中录取如

中、蒲中、石中等公费生比例创历史新高。被评为

省和谐社区建区建设示范镇，镇敬老院被评为南通

市文明敬老院。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九华镇强化

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镇党委、政府、人大常委会整体联动共抓转型，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争先创优共推转型，开展九

华精神、九华作风、九华文化大讨论，提升干部队伍

综合素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工

作，建成省级民主法制村（社区）２个。继续被评为

市文明镇，全镇有４个村、１６个单位被评为市文明

村、文明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到九华镇考

察】　１０月３日，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

委主任顾秀莲在市委书记、市长姜永华陪同下，考

察九华镇江苏顺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江苏

顺达路桥公司注重科技创新，加大科研投入，所研

发的地下堆垛式立体车库项目能缓解城市停车难

等问题，居世界先进水平。顾秀莲对企业依靠科技

创新，积极破解停车难问题，推动土地节约利用给

予肯定。

【“九华精神”大讨论活动】　年内，九华镇党委、政

府为进一步鼓舞人心，实现经济社会在高平台上越

·５９３·镇区概况



好越快发展，组织开展“九华精神”大讨论活动。通

过全镇大讨论，形成九华精神为“孜求以领，逆进顺

飞”、九华作风为“心融发展敢负责，力尽事业勇担

当”、九华文化为“九意奋发，华在力展”。其中作为

核心内容之一的“九华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引领九

华镇经济社会发展和政风行风建设指南针。

【九华镇通过国家卫生镇验收】　年内，九华镇卫生

镇创建受到国家卫生镇创建明察暗访工作组肯定，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镇验收，获国家卫生镇称号。

九华镇自２０１０年通过苏省卫生镇验收后，进

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投入，“四位一体”长效管

理、农村改厕、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都提升到更

高水平。

【九华镇被指定为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土地使用权

试点镇】　年内，如皋市成功申报为中农办农村改

革联系点、江苏省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立以“土地

征使用制度改革、构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作

为改革试验主题，秉持“耕地总量有增加、耕地质量

有提升、建设用地不增加、群众利益有保障、资源配

置最大化”等原则，最大程度改善民生，保障和维护

农民根本利益，加快城乡一体发展步伐。九华镇抢

抓这一机遇，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将洋港村、营西

村作为试点，启动相关调查研究、政策性意见起草、

广泛征求意见等村庄土地整理及镇村规划等准备

工作，实现便利化、人性化搬迁。

【九华镇启动农村文化大舞台建设工程】　年内，九

华镇党委、政府为推进文化化人，实现文化惠民、文

化强镇，推出“四大平台”建设举措，其中之一是农

村文化大舞台建设。在全镇农村文化大舞台建设

过程中，郑甸社区走在前列，年内接待市级以上文

艺团体４个，开展自娱自乐活动１００多次，参与群

众１０万多人次，《光明日报》曾作专题报道，省文化

厅、南通市文化局、如皋市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曾到现场指导、观摩。

（刘丽丽）

２０１２年九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７９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２２６５１ １３．１４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５６４ ０．５１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２９５１．０７ －４６．６７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６２８５ －３６．５９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９３８６ －１３．３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３６８０ ８．２８

粮食总产值 吨 ２７２７２ －２７．８２ 各类汽车 辆 ２７２１ １０．３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３６２０ －２．４４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５４ －５３．３１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３ 持平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００ ２．０４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４２ 持平 科技人员 人 １６１０ ７．７６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５２５ ２５．３１ 中小学校 个 ７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７０ ２．６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０９４ －１７．９８

工业企业 个 ７６２ 持平 在职教师 人 ５０５ －５．０８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８４７ １１．５２ 医院 个 ４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０８６００ １１．２８ 卫生室 个 ２１ ５．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９６２００ ２４．３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３ －５５．１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４．２６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６１８３０ －３．８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２０ －８５．３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５９９００ －５．４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４９６２ １７．１３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９０７８ －５．４６

三产实体 个 ３０６２ －１２．５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６２２６ １５．０６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６７０ １．５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７０ －６．６７

·６９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九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０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九华社区 赵小明 赵小明 ４１ ５３１６ ４３７０．０７ ２２６４７５ １７９０９

郭李社区 李世华 吴亚峰 ３４ ５２９２ ４６７８．７９ １０１２００ １７３６０

二 甲 村 李昌忠 李国强 ３３ ３９４０ ３３９７．３８ １６２７８ １５９３８

洋 港 村 邹建设 邹美祥 ２４ ２７８５ ２７８９．８０ １６００２ １５６５４

赵 元 村 赵世明 赵世明 ３０ ３６７３ ３１４３．６３ １３６０４ １５８３５

马 桥 村 薛春莲 薛春莲 ２６ ３４９３ ３６４８．３０ １９２９７ １６４８７

如 海 村 阮宁宁 暂 缺 １３ １８５５ １５３５．１６ １２４６０ １５８２６

龙 舌 村 江建忠 暂 缺 ２５ ２７５０ １８３９．６６ １３４８６ １５８６１

杨 码 村 袁金泉 袁金泉 ３１ ４４５１ ３３５５．０９ ３１７８１ １５７５５

郭 洋 村 张汉明 暂 缺 ２２ ３０５２ ２２９７．８１ ９３７６ １５６６０

郑甸社区 金志华 金志华 ２４ ３９８６ ３０６８．９２ ４３３２０ １６４７７

小马桥村 赵国祥 马国成 ２６ ３３６８ ３０２５．２２ ２６５５７ １６１７６

姜 元 村 李海清 李海清 ２３ ３３２７ ３２４９．３６ １７１０９ １５７４９

云 屏 村 陈 晶 暂 缺 ３０ ３９９５ ３６３４．２１ ２４３００ １５９７９

丝 渔 村 吴刚建 周秀云 ２１ ２８２４ ２６１２．１７ １４５４０ １５７１９

耿 扇 村 耿忠明 钱汝高 ２４ ３３１７ ３３００．１１ １５９５６ １５６７６

营防社区 卢小勇 薛国英 ２７ ３８７７ ３２５６．４１ １７１０４ １６３２１

营 西 村 朱小龙 朱小龙 １９ ２４２６ ２６３３．３２ １４３４６．１９ １５７２３

四圩社区 薛永芳 郭富淼 ２９ ３９９０ ３６６６．６３ ２１７４８．１１ １６２３２

郭郭郭　　　　　　园园园　　　　　　镇镇镇

【概况】　郭园镇位于如皋市南部，与国家一类开放

口岸如皋港毗邻，距南通市１９公里，总面积５３．５１

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６万

人，耕地总面积２３３９．４公顷。２０１２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１３．２８８６亿元，增幅１４．２２％；实现财政

总收入１０５９６．４８万元，增幅３１．７％，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４７５２．３万元，增幅３２．６％。被全国新农村

建设中心授予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称

号。被市委、市政府评为镇工作目标综合考核先进

单位，获一等奖；在全市“百面红旗”竞赛中，获更高

水平小康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投入、服务业、民生

幸福工程、党建工作创新工程红旗６面，获市文明

镇、土地执法模范镇区、“万顷良田”工程建设先进

集体、拆旧复垦先进集体等奖项１９个。郭园镇党

委被南通市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郭园镇新增高效农业

面积２３７．３３公顷、设施农业面积１２２．３３公顷，完

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田王现代农业园区、田王现

代农业示范村、范刘田源无土草坪示范基地等市级

以上农业园区、示范村、示范基地工程建设任务。

田王村创建成南通市级高效设施农业示范村。新

增植保、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３个，新增薛田无公

害稻米、润田有机稻米“三品认证”（产地认证、质量

认证、标准认证），“三品”基地占耕地面积

７８．７５％。田王现代农业园区建成如皋市级特色示

范基地，田源无土草坪基地建成如皋市级示范基

地，薛窑社区创建成南通市级绿化示范村。建成车

马湖红枫园、田王千亩苗木基地、千亩草坪基地、江

苏沿江花木交易中心、林盛生态园、环洋生态园、翔

舟生态园、绿悠青采摘园、谢楼油桃基地、田王有机

稻米基地１０个。全镇各村（社区）累计完成村营集

体收入４０５万元。薛窑、刘胜、蔡埠庄３个村（社

区）通过省卫生村验收，全镇实现省卫生村全覆盖。

·７９３·镇区概况



工业经济　年内，郭园镇完成规模工业产值

３６９７４５．３万元，增幅３１．８７％。完成全部工业应税

销售１８３５２７万元，增幅２９．２％，其中规模工业应

税销售１２７２７８万元，增幅２２．３４％。全部工业实

缴税金８２３０万元，增幅２５．８７％，其中规模工业实

缴税金６０９６万元，增幅２９．９８％。工业用电量

６４１１．９４万千瓦时，增长４４．８７％，增长率居全市第

一。新增装机容量１１９７２千伏安，增长４４．６８％。

固定资产抵扣税１７１８．２万元，增幅５２．８２％。完

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５００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

８４１．１７万美元，利用外资综合考核居全市第一。

引进市外民资２．８亿元。完成规模工业项目投入

５５５１８万元。完成技改投入３２２９６万元，增幅

２７．８％。新增江苏通宇锻压、永航纺织、南通俊博

织造定报企业３家，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３２家。全

年引进江苏瑞海船舶、舜天机械、格兰利娅能源贸

易、特种橡胶贸易、恒泰医疗器械、发德顺经济总

部、原木门制造、天禧服装、全亿实业９个项目和新

创业、际通、盛泉现代物流项目３个，其中１亿元项

目５个。全年新开工项目２４个。完成２栋建筑面

积１．５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

小城镇建设　年内，郭园镇完成小城镇建设搬

迁面积１０．６７公顷，安置房建设面积３．２万平方米，

土地复垦１６．９３公顷，土地出让９．３１公顷。实现房地

产税收９０６．５万元。上半年全面建成“十星镇”，全年

“十个优”创建获得“镇区路网优”、“公共服务核心

区优”和“工业（集中）园区优”三个优。建成２幢１１层

２万平方米的文化新苑商居楼，国元尚城２幢１．６平

方米小高层主体竣工，碧水雅居４．１万平方米商居

楼开工建设。安置房７号、８号楼基本建成，９号、１０号

楼主体封顶。后大河和惠园河北段驳坡工程通过市

验收。人民路、范公路全面竣工通车，三道分离、雨

污分流、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一步到位，“四横四

纵”镇区道路框架全面建成。

社会事业　年内，郭园镇投资６９０万元，完成郭

园初中、郭园小学操场新建工程，率先在全市实现

初中和小学操场全部标准化、塑胶化。全镇学校学

生食堂全部达到南通市Ａ级标准。投资１８００万元

异地重建的镇中心幼儿园竣工通过验收，交付使

用。车马湖幼儿园创建成为省优质园和省平安学

校，镇域范围内实现省优质园全覆盖。中考录取如

中公费生２５人，再创历史新高。全年新增职工保险

１１５１人、工伤保险６３４人、生育保险８８１人，农保扩面

２０６０６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４６５人，实现城乡居民

保险全覆盖，全镇有１１８１８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每

月７０元基础性养老金。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农村合

作医疗实现全覆盖，门诊结报实施及时结报。对９３６

户农村“低保”户实行动态管理，对６２户“低保”户、

“五保”户、优抚对象、特困户危房实施改造。建成农

村及镇区桥梁１０座，建成农村道路１７条１８．５８公里，

维护和升级道路６条，总投资１３５１万元。投资１２０万

元建成人民桥，沟通新老镇区。开展村庄环境整治，

全镇所有村（居）通过“一星级康居乡村”验收。推进

秸秆禁烧、禁抛工作，秸秆还田面积１２０５公顷，组织

机械打捆回收１００公顷。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郭园镇被授

予市文明镇称号，镇财政所、国土所、派出所被评为

市文明行业，郭园企业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社

会事业服务中心、卫生所等１２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

单位，田王村、杨洲社区、车马湖社区被评为市文明

村（社区）。正常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举办第三届

文化艺术节暨廉政文化进镇区、文化结亲乐万家、

二胡艺术节等大型演出活动。持续开展矛盾纠纷化

解突击月活动，化解各类矛盾１３６件，处理信访积杂

和疑难复杂纠纷１１起。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废

旧金属收购行业专项清理、校园及周边治安整治、

管制刀具仿真枪等违禁品统一清缴等专项行动。

【郭园镇获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称号】

　１２月２４日，由全国新农村建设中心、全国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论坛组委会、全国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推介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示范县、市、镇评比活动揭晓，郭园镇获全国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称号。全国共有３５个县

市、２５个乡镇获命名，南通地区仅南通市川沙镇和

如皋市郭园镇获命名。

【郭园镇为全市提供５个观摩现场】　年内，郭园镇

为全市提供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３月３０日）、

全民创业暨集中区（园区）建设（５月３日）、基层组

织年暨争创“十面红旗”（６月１１日），以及江苏省、

南通市司法基层基础工作建设（９月２５日、４月２７

日）观摩现场５个。在一季度和上半年“过半争

先”、“一会两节”竞赛活动、全年重点工作综合考核

·８９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中一直保持全市排名第一。

【郭园镇财政收入增幅全市排名第一】　年内，全镇

完成财政总收入１０５９６．４８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４７５２．３ 万 元，分 别 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００．９２％、１０１．１３％，分别增长３１．６６％、３２．５８％，

全市占比分别为１．５％、１．０６％，增长率排名全市

第一，是全市唯一全面完成财政收入目标任务的

镇。镇财政所被表彰为市财税工作先进集体。

【南通汤始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位列全市重点工业企

业综合排名第十位】　年内，南通汤始建华管桩有

限公司完成工业应税销售５５３５２万元，增幅

５４．６４％，占全镇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３０．１６％，在全

市工业应税销售百强企业中排名第１６位。实缴税金

２６１９．３２万元，增幅６３．０９％，在全市纳税百强企业

中排名第２９位。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５８６．１９万元。

在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综合排名中列第１０位。

（龚海斌）

２０１２年郭园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３２８８６ １４．２２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０７８ ８．０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５９６．４８ ３１．７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３１１８ １６．３６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６８６４ ９．３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１２５０ －６．３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７２７２ －１．８４ 各类汽车 辆 ２５２１ １４６．９１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０４４２ 持平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６５ ６．５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５９６８ ３．４８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２１．５ －１３．１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６３．７６ ７．４１ 科技人员 人 ５１１ ２．８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０５．４ ５．８８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９７ ３．８３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３８９ －１．９７

工业企业 个 ８４８ －４．０７ 在职教师 人 ２１８ －１．８７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４８ －２４．８５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７５６７３ ２５．１９ 卫生室 个 １５ ７．１４

工业利税 万元 ７２４７２ ５７．９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６ ６．６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持平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２２９６ ２７．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５００ ２５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８０００ ４９．１５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５６０９ ２８．０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０６８６ －１．９２

三产实体 个 ４５１４ １３．６７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２０２ １９．３７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７６８ ８．８１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１．２ －５．２９

２０１２年郭园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２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顾 桥 张光林 朱伟伟 ２９ ３９０３ １９７．６ ４９７１５．０ １５５９８．２

田 王 陈志坤 任跃华 １５ ２４６７ １４９．２ ２９５３５．４ １５４６５．３

车 马 湖 陈海峰 樊玉萍 ２５ ３８０７ １６２ ４９２７１．２ １６２７４．７

谢 楼 杨建成 朱玉树 ２５ ３３３８ １７４．３ ３８６３１．５ １３８１３．８

范 刘 沈良德 沈良德 ２３ ３４９３ １６８．５ ４２１７９．７ １５３０３．６

·９９３·镇区概况



　续表８２－１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杨 洲 阮昌明 罗明礼 ２４ ３７２９ １９８．６ ４３９０８．１ １５６６１．０

刘 胜 薛良志 吴建兵 ２１ ２９３３ １３４．７ ３２５３７．０ １５３１９．８

田 桥 邹永红 邹永红 ２６ ３３６３ １５０．２ ４７３６２．３ １５２１９．７

郭 居 徐高泉 徐高泉 ４２ ４４５５ １５９．７ ６８０５８．１ １５４５０．１

富 圩 陈佳佳 刘明忠 ２０ ２６１０ １２８．８ ３１８０７．９ １４２００．４

义 圩 薛井全 薛井全 ２８ ３８４２ １６２．３ ４６５３８．０ １３９７８．７

郭 南 薛凤鸣 薛凤鸣 ３０ ３４７０ １３８．１ ４２３３１．４ １４６３０．８

薛 窑 郭建清 郭建清 ２８ ３４０５ １５２．２ ６４６１２．８ １７２８８．３

蔡 埠 庄 陈 健 薛建中 ２７ ２７５０ １３０．７ ３１６８５．４ １３９８３．５

石石石　　　　　　庄庄庄　　　　　　镇镇镇

【概况】　石庄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全镇总面积

５６．９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５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２９１９公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９个。总户数

１．９４万户，总人口６．３６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５．５１

万人。２０１２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８．３９亿元（现

价，下同），增长１３．８６％。完成财政总收入１．７５９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２４０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１．７％、２２．１％，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完成服务业

增加值６．４亿元、税收３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２年，获得

镇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三等奖、民生幸福工程红旗

单位、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红旗单位、转型升级工

程·招商引资红旗单位、转型升级·服务业红旗单

位等奖项，在全市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五。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

２．４４亿元。水产、生猪、家禽养殖大户计２０４户。

全年新增设施农业１２３．６公顷、高效农业５０６公

顷，完成流转土地８００．６公顷。省优质稻米项目通

过市验收，建成石北和洪港市级农业园区２个、思

江和张杨园现代农业示范村２个，成功申报设施农

业项目４个、露地高效农业项目４个、农业休闲项

目３个、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１个。全年完成河道整

治２４条，疏浚１６．３７公里，总动土量３０．８９万立方

米，新建防渗渠２．５４公里、分水闸３７座、节制闸７

座，修建电灌车口６座。秸秆综合利用９０％，形成

垃圾处置、河道管护、绿化管护、道路管养、防渗渠

管护“五位一体”管理体制。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工业应税销售

２２．５３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８．９８亿元；

实现规模工业利润４．７亿元。全镇应税超２０００万

元规模企业数２０家，其中超亿元企业５家。新进

园区企业７家。新增销售１亿元企业如皋市江源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和５亿元企业南通天泽化工

有限公司。加快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园区建设，

核心区内土地整理面积３９公顷，投入１．００６亿元

建设集中区基础设施。全年完成新批工商注册外

资１９８５万美元，实际到账外资３８０万美元。完成

规模工业投入１２．５亿元，其中技改项目投入７．６

亿元。全镇新竣工项目１２个。有在建项目１９个、

在谈项目１２个。新增装机容量１２３８１万千伏安，

完成设备抵扣税１４１０．５６万元。全年实施１亿元

以上项目３个。完成高新技术产值２０．０６亿元，培

育企业技术开发项目２个，华峰化工、恒祥化工、天

泽化工均建立省级科技研发中心。全年申报工业

科技计划４８项，获立项２６项。引进市外民资注册

资本３．７亿元，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６．６６亿元，

新增个体工商户３５９户、私营企业１９９家。

小城镇建设　年内，石庄镇完成小城镇建设投

入８０００万元，累计完成搬迁总面积３１２亩。房地产开

工１０万平方米，竣工８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１２万平

方米，新增绿化面积３．５万平方米。通过星级考评项

目８个、“十个优”项目２个，镇区功能配套不断完善。

“五横四纵”道路框架逐步完善，交通投入３０００万

元，新建农路１６．６公里，新建改造农桥１４座，农路管

护规范到位。完成３３６省道改扩建一期，万福路、环

西路改造等城镇基础设施工程，稳步推进３３６省道

改扩建二期、桑木桥改造、东板桥路北延、镇区污水

管网建设等城镇基础设施工程。污水处理投入运

·０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行，污水管网铺设６公里。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村庄环

境整治，建成省级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试点村１个

（思江村）、市一星级康居乡村１５个。永林国际大酒

店正常运营，诚源物流园区建成。

社会事业　年内，石庄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居民养老保险人数１８０８６人，农村养老保险实

现全覆盖，新增企业职工“五险”参保１０００余人，新

增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２４５名。落实城乡“低保”

和“五保”供养工作，全镇６６０户１４３３人享受“低

保”政策，２６０人被纳入“五保”。开展残疾人调查

登记评定工作，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中，享受“低保”

２３６人，享受残疾补助７０１人，享受护理补贴９３

人。年内，石庄小学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建成第

三人民医院新医技楼，新中心幼儿园接近完工，完

成石庄中心初中公寓楼提升改造工程。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全年农民大病补助医药费

１２４１万元。全镇数字电视用户增至１３１８０户。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石庄镇开展

“六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律

意识进一步增强。推进文明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

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协调发展。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开展“四项排

查”，全面加强防控体系，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

力。全年排查各类社会矛盾纠纷１２６，调解成功

１２６起，调解成功率１００％。在镇政府大厅内设置

接访处，以镇司法所、大调解中心为平台，主动化解

矛盾，累计接待来信来访２４０起、４００多人次，调处

办结２３３起，有效遏制群体或单位越级上访现象。

实施“技防入户”工程，安装电话报警系统１２７５０

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始终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自觉

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深

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督促政府组成人员廉洁自

律。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强化民主监督。增强政

府各职能部门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履职意识。

【船舶舱口盖项目落户石庄镇】　６月，江苏正阳船

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船舶舱口盖项目于石庄镇四

号港工业园区内启动建设。

该项目注册资本２８００万元，总投资１．４５亿

元，项目资本金为４０００万元。首期拟用地６公顷，

新建生产厂房及附属用房３．９万平方米。该项目

建成后，主要设计生产各种船舶舾装件，船舶甲板

机械及其零部件，具有生产３０船（套）船舶舱口盖

生产能力，可安置职工１００余人。至年底，项目一

期工程１．２万平方米的厂房及办公楼全部竣工，内

部装潢及设备安装基本完成，航道正在施工中。

【格拉菲特·永林国际大酒店正式营业】　７月１８日，

在经过半年期试营业后，石庄镇五星级酒店———格

拉菲特·永林国际大酒店格正式开业运营。

该酒店由石庄镇在外能人李永林返乡投资兴

建，是集餐饮、客房、商务、会务、休闲于一体，按照

五星级标准打造的宾馆，同声翻译、游泳馆、人造沙

滩、网球场一应俱全。项目位于石庄镇区中心，规

划总用地面积３．６公顷，总投资２．５亿元。一期工

程总建筑面积约２．３万平方米，拥有一幢８层（局

部９层）主楼，主楼总高度４０．５米，含餐饮、客房、

商务、会务中心，于２０１２年元旦试营业。二期工程

总建筑面积１．３万平方米，含辅楼３幢，于２０１２年

４月底交付使用。

【石庄镇洪港村有机稻米喜获丰收】　１０月，石庄

镇洪港村有机稻米种植获单产４００公斤的喜人

收成。

５月，由石庄镇农业服务中心与洪港村共同投

资实施的有机稻米项目正式实施。该项目总面积

７．２公顷，先期投入５８万元，通过太阳能灭虫灯、

稻鸭共作、人工拔草等栽培措施，确保生产全过程

绿色、无污染，并通过有机稻米转换期认证。

【石庄镇文体中心主体封顶】　１２月，石庄镇文体

中心大楼主体封顶。

石庄镇文体中心位于镇中心东板桥南路与万

福路交汇处，建筑面积近５０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９００

万元。项目由石庄镇人民政府投资、市规划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设计、江苏绘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

建、市方正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含篮球馆、羽毛球

馆、文化图书馆、棋牌室、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项

目建成后与西侧万福广场辉映，成为镇区人民群众

文化、体育、健身、娱乐最佳阵地。

（蒋　静）

·１０４·镇区概况



２０１２年石庄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３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８３９０９ １３．８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５５３ １．４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７５８９ ２１．６６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９９７８ ０．８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４３５７ １１．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７９４７ １０．６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２９０２ ２．８５ 小汽车拥有量 辆 ６０３ １２．５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２５５０ ５．１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６８ ２．１８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１４ －１．１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６３ ３．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４４．７ －６ 科技人员 人 ３３２ ２．４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９０ ４９．４８ 中小学校 个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３４ －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７３３３ ０．７４

工业企业 个 ２８５ －４４．２３ 在职教师 人 ５６６ －２．７５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７５ －４６．８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３３６８５ １６．２４ 卫生室 个 １６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４８１０２ ５１．３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２８ ２１１．１１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２ －６．１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６８６８３ ２０．４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８０ －６８．３６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３８８１６ ６９．３５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２１０８ 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８０８６ －２３．３６

三产实体 个 ２７７２ ０．４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９１１ １５．０５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９４３９ １．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持平

２０１２年石庄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４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永 兴 社 区 缪德兵 缪德兵 ６ １０１８ ４９ ２２６０３ １９４１２

张黄港社区 许国民 许国民 １５ ３１９０ ７５ ２１４８８ １８４５６

石 北 社 区 许 宁 王炳祥 ３５ ４４６８ ２０２ １３５００ １５５５７

张杨园社区 蔡显俊 蔡显俊 ２７ ３６９１ １５２ ３１２８１ １６１８６

砖 桥 社 区 石友益 戴建明 ２５ ５０６３ １７０ ９２７９ １５１６２

石 庄 社 区 张卫华 陈建军 ３３ ７７０１ ６６ ７９０９１ １９４２８

石 南 社 区 曹 阳 曹 阳 ２３ ４１３８ １５２ ３２２３０ １６５７３

闸 口 社 区 石高付 石高付 ２１ ３５５６ １４０ １３３８２ １６４４０

新生港社区 孙玉林 孙玉林 ２６ ３５６６ １４７ １８９６８ １５４２７

何 正 村 刘兴华 刘兴华 ２７ ３６００ １９３ ９８００ １４３００

思 江 村 王志斌 石 勇 ２０ ２７８１ １４５ ８１９０ １５３５３

楼 房 村 石明东 张耀建 ３２ ４５０７ ２００ １９４７４ １５６００

唐 埠 村 钱爱兵 钱爱兵 ３２ ４０４８ １７４ １１８６３ １４３６１

洪 港 村 王蔡祥 王蔡祥 ２２ ３５０３ １８８ １３０７５ １４００１

凤 龙 村 朱义华 朱义华 ３０ ４４０４ ２０９ １４６５８ １４２７７

杨 庄 村 杨中华 杨中华 ２２ ３３７１ １５２ ４８７９ １５１２０

·２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吴吴吴　　　　　　窑窑窑　　　　　　镇镇镇

【概况】　吴窑镇位于如皋市南部，总面积６４．３６平

方公里，镇区建成区面积３．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３５０２．２公顷。辖行政村９个、社区８个，总人口

６４３４４人。２０１２年，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１７４亿

元、公共预算财政收入５６７１万元；完成增值税

４２８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８％；财税工作考核列全市

第三。获如皋市文明镇、农村危桥改造先进集体，

环保工作先进集体、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单位和

“平安电力”创建工作先进乡镇等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新增高效设施农业

７３．４７公顷。全镇苗木种植初具规模，春宇园林新

扩苗木１３．３３公顷，立新社区新增中博园林、好景

园艺等苗木项目。正丰养殖、天之鹿鸽业为代表的

养殖示范基地，成为南通畜牧业现场会参观典型。

东研有机稻米成为如皋首家通过国家有机认证稻

米项目。全年疏浚三级河道１条、四级河道１７条，

全长１１．０７公里，总动土量２３．９４万立方米，为全

市水利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提供现场，镇水利站获

全市综合考评三等奖。新建农村道路１５．８公里，

全镇绿化率达３３．５６％。立新、长庄首批通过村庄

环境整治市级验收，立新社区顺利通过村庄环境整

治省三星级康居村验收，吴窑、黄石２社区通过二

星级验收，其余各村居均完成一星级申报，新增５

个（沈甸、何柳、四房、平田和大石）省卫生村。全年

秸秆机械化还田量、还田率在全市位列第一。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８．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５３％，其中规模工业应税

销售５．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０５％，全部工业应税

销售实现三年翻一番。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１１００万

美元、到账外资３３２．６万美元，利用外资列全市第

７位。引进市外民资３４０１８万元，超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新开工建设项目２５个，总投资达９．０４亿

元。完成全部工业项目投入７．０２亿元，其中规模

工业项目投入６．９２亿元，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全年新增规模企业３家（上海三强容器南通有

限公司、南通顺隆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和江苏顺益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规模企业累计为１０家。吸引在

外能人７１人返乡创业，大学生“村官”、村干部带头

创业６５人。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教育布局顺利平稳调整

到位。吴窑初中中考成绩进入全市先进行列。社区

教育中心顺利通过省示范化社区教育中心验收。全

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２２５３３人，实现全覆盖。失地农

民实现即征即保，年内新增进保２６６人。新农合参保

５８７５２人，参合率１００％。实施门诊即时结报，基本药

物制度全面实施，开展“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

查３０００人次，成功创建成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示范

哨点，并为南通市卫生监督推进会议提供现场。开

展劳动力就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创业培训

等，全年举办各类讲座８０多场，培训人数６６００人次，

转移劳动力２０００多人。完成农村危房改造４７户。９

月，投资２０００万元新建的江中小学正式启用，学校

配套设施齐全，师资力量进一步优化。

小城镇建设　年内，小城镇建设完成“十个

星”、“两个优”。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人民路改造提

升工程完成机动车道路面施工。铺设污水管网

２．８公里，新增路灯６１盏。新建、改建危桥１５座，

维修农村道路３０００多平方米。完成镇区搬迁４７

户，整理土地３．３３公顷，实现搬迁安置“零过渡”。

镇区开工建设房产面积１５．３万平方米，竣工１３．８

万平方米，完成房地产税收１３２６．７万元。加大土

地拆迁整理力度，复垦土地７．９６公顷，土地出让

７．３９公顷。１０月，总投资１２００万元、全长１．４６公

里的环南路竣工通车。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全年接待来信来访

１５６起２６０人次，办结１５６起２６０人次。及时处理

市长公开电话督办事项，累计处理落实１４２件。全

年排查各类社会矛盾纠纷３６０起，调解成功３５７

起，调解成功率９９％。如皋市中如化工有限公司

等１９家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立新社区

获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和江苏财政“三农”气象服

务专项南通市示范村等称号。

【吴窑镇实现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年内，吴窑

镇强推工业转型升级，全力提升产业结构。加大招

商选资力度，着力招引投资实力强、产业层次高、发

展前景好的先进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引进

三强压力容器、制药设备模块、顺益机械、通恒机

械、法尔福船舶、捷宏机械等一批先进制造业项目

落户。至年底，全镇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在

工业经济份额分别占４０％、３０％，成为该镇经济发

·３０４·镇区概况



展新增长板块，全镇由原单一的纺织服装、化工传

统产业，调整为以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体、传统产

业为支撑的新格局。

【江中集团实现建筑施工产值１１０亿元】　年内，江

苏江中集团主动出击，内抓管理，外树形象，全年施

工人数４万多人，总承包施工面积１６００万平方米，

完成建筑施工产值１１０亿元，承建的徐州市云龙区

行政服务中心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吴窑镇实现村（居）居家养老服务站全覆盖】　年

内，吴窑镇投资３００多万元，在全镇建设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１７个村（居）居家养老服务站实现全覆

盖。福康医院投资５００万元建成老年康复护理服

务中心并投入使用，建成呼救通系统并投入使用。

（李　琪）

２０１２年吴窑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５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６４０４０３ １９．３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０９０ １１．６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１７４１ －１９．４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９８８０ １．２０

农业总产值 万 １５９６７０ ８５．１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８８１００ ５．５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４３２２ １ 各类汽车 辆 １１６４６ １０．０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６６８７ １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８０ ２６．３２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８．２８ １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９１ １０．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１８ ２ 科技人员 人 ４６５０ ８．７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４３６．４５ １．５ 中小学校 个 ３ ／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５０ －８．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３４３ －４．２５

工业企业 个 ５６２ １．４ 在职教师 人 ２９１ －０．３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０１１ ５．１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７４７１３４ ５．９ 卫生室 个 ２１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０６９９ ３．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９ １１．７６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９ 持平

完成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６５００ ７．９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３０５ ８．４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０９０００ ２８．４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３８３１ 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４８５０ ６．４９

三产实体 个 ２８１０ ４．６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６６３２ １６．１０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１４３１ ３．２６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１ 持平

２０１２年吴窑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６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吴窑社区 沈良华 沈红兵 ２８ ４６１８ ３１３ ６．５７ １８９２２

黄石社区 沈卫华 沈卫华 ２１ ４０２０ １８０ ５．１９ １８０６８

沈 徐 村 蔡成君 蔡成君 ２５ ３９０３ ２４７ ３．７２ １３０７９

钱庄社区 张耀兵 张耀兵 ２１ ３４６４ １７７ ３．９６ １６３１０

陈 家 村 倪绍云 倪绍云 ３０ ４０８０ ２２０．６ ３．５２ １６１２６

何 柳 村 郝荣建 郝荣建 ２０ ３１３６ １５１．３ ２．５５ １７６２２

沈 甸 村 沈忠泉 沈世军 ２８ ３６４７ ２１０．６ ３．３７ １７８３０

·４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续表８６－１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三元社区 万久国 万久国 ２３ ３７６５ ２００．１ ３．９５ １７２７５

立新社区 严希平 王亚娟 ２５ ４０８０ ２４０ ３．５６ １８４３３

大石社区 石晓林 石晓林 ２４ ３３８１ １７５．４ ３．６４ １４８６７

小马社区 王天华 王天华 ２５ ３０４５ １７８．９ ２．４９８ １７１３９

龙 河 村 郝忠林 郝忠林 ２２ ３３５２ １７２ ３．４４ １４８００

平 田 村 杨海涛 杨海涛 ２６ ３８４８ ２２０ ３．５ １７２６８

四房社区 李世安 李世安 １８ ３１０８ １９４．７ ２．８６ １４７４０

长 庄 村 张台建 张台建 ２４ ３１３８ ２０５．８ ２．６４ １８１１６

长 西 村 李文泉 李文泉 ２２ ３０２６ ２０３．９ ２．９１ １５９３４

老 庄 村 许 明 许 明 ２０ ２５８０ ２１１．９ ２．８９ １５１６３

江江江　　　　　　安安安　　　　　　镇镇镇

【概况】　江安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南与靖江市隔

河相望，西与泰兴市毗邻，宁通高速公路、蒲黄公路

横穿东西，焦港运河、江曲公路纵贯南北，是著名革

命老区。全镇总面积８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４１６４．６１公顷。辖行政村１５个、社区１０

个，村（居）民小组５４２个，总户２８５８６户，总人口９２２０８

人。２０１２年，被表彰为省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乡镇、

省老年体育先进乡镇。被南通市政府评为全民创业

先进乡镇。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目标综合考核

二等奖（第三名），获市招商引资红旗单位、项目投入

红旗单位、全民创业红旗单位、小城镇建设红旗单

位、危桥改造先进集体等市级奖项１６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发展项目农业

２８个，总投资２．８７６亿元。其中，规模项目１０个，

投资１．４亿元；一般项目１８个，投资１．４７６亿元。

新增设施农业 １８２．６７ 公顷，完成市交任务

１０９．６％。新增有机农业７６．６７公顷，完成市交任

务１１５％。实施土地拆迁整理，复垦土地２４．２公

顷，完成市交任务１２１％，获市农保区拆旧复垦先

进集体称号。打造徐柴、黄建、陈严、鄂埭等村千亩

设施农业和联络、黄市等村千亩有机稻米基地。在

巩固和扩大八大养殖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广东温

氏集团在六团投资兴办的１３．３３多公顷肉鸡养殖

规模，在申九、佘圩、环池等村以基地加农户发展模

式，以点推面，带民致富。实施国投如皋市江安镇

土地整理项目，整理涉及鄂埭、马堡、曹杜等９个村

计１６３３．３３公顷土地，总投资３７００万元，年内全面

竣工，新增耕地５１．５公顷，新建田间道路、涵洞、防

渗渠、桥梁等农田水利设施，受益人口达３４２６４人，

正申请省市验收。全镇２５个村中集体收入超过

５０万元有７个，其他村均超过２０万元。持续改善

农村环境，新建农村公路１２．３公里，改造危桥３０

座，获全市危桥改造先进集体称号。对照省康居示

范村星级标准，通过二星级验收村４个，通过三星

级验收村１个，其余２０个村（居）均通过一星级验

收，获全市村庄环境整治先进集体称号。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２０．３亿元，增长４．４５％，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

１０．９９亿元，增长２．２４％；完成规模工业实缴税金

８２６８万元，增长５７．４３％。全部工业税金率和规模

工业税金率分别达６．０５％和７．５２％，居全市榜首。

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８３２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

３１３万美元。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８．０７亿元，其中

技改投入４．６４亿元。新增装机容量１３４３５千伏

安，工业用电量７２１９．４４万千瓦时，增长１５．２２％。

完成固定资产设备抵扣税８５６．９９万元，增长

１７．７４％。新增个体工商户３９７户、私营企业２２２

家，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７．３６亿元，引进市外民

资３７８５６万元。６家超１０００万元项目（其中中瑞

电气、鸿源环保、格林机械二期３家超１亿元）相继

落户。新增规模企业６家，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４７

家。继续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苏高新技术企

业———江苏中瑞电气集团落户该园区。新增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２家，新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３个，

专利申请３１９件，发明专利申请８７个。南通玉兔

·５０４·镇区概况



集团有限公司跻身全市纳税十强企业，在全市重点

企业排名中位居第七名。全镇科技人才工作位居

全市第五名，获科技创新三等奖、人才工作二等奖，

被评为全市自主品牌创建先进单位。

城镇建设　年内，江安镇加快推进道路规划建

设，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拓宽、延伸镇区骨干道路。将

迎春路向东延伸至新江曲线，全长９３０米，年内跨

河桥（迎春东桥）新建工程竣工。新建朝阳路，路基

及配套工程基本竣工。将环镇南路西延至西拉河，

全长约８００米，完成首期６３户搬迁，搬迁户均已搬

至安置小区。

社会事业　年内，江安镇全力打造“教育江安”

品牌。投资６００多万元新建中心幼儿园二期工

程———活动教学楼，基本竣工。中考成绩居全市乡

镇第三名。省四星级江安高级中学，连续第七年获

如皋市高中教育综合评估一等奖。镇文体活动中

心常年向群众开放，村村设有篮球场、农家书屋、健

身器，对小龙河健身广场实施等级提升。新增数字

电视用户１１００户，现有数字电视用户１８８００户。

获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进集体称号。进

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站硬软件建设，新型合作医

疗参合率１００％，江安中心医院争创二等乙级医

院。开展土地管理执法巡查，并依法查处，获全市

土地执法模范镇称号。打造计生优质服务品牌，计

划生育率达９８％。食品、药品监督安全生产取得

新成绩，获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安全生产

先进集体称号。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年内，江安镇深入

开展“六五”普法教育活动，各村（居）继续组建矛盾

调处综治服务中心，建成南通市级民主法治村居２

个、省级民主法治村居２个，获全市信访工作、法治

建设先进单位称号。在全镇宣传、弘扬江安镇当代

最美军人———“爱心大使”谢国江先进事迹。江安

镇获市文明镇称号，全镇６家单位获市文明行业先

进集体称号，１９家单位获市文明单位称号。

【江安镇朝阳花苑安置小区一期投入使用】　９月２３

日，朝阳花苑安置小区一期工程投入使用，镇中居

１８０户搬迁改造户入住。朝阳花苑一期工程共７幢，

建筑面积约４万平方米。小区内水、电、道路、绿化等

配套设施完善，为搬迁改造户入住提供保障。

【江苏中瑞电气有限公司落户江安镇】　１１月，省

民营高科技企业———江苏中瑞电气有限公司整体

搬迁落户江安镇中工业集中区。该公司原位于靖

江市境内，因产业转移迁至江安镇，总投资３亿元，

注册资金１．１亿元。至年底，一期工程办公大楼已

建至五层，主体封顶。

【江安镇综合考核跃居全市第三】　年内，江安镇经

济社会持续保持又好又快发展态势，完成财政总收

入１５７０９．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其中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７３６０．８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７％，完成和

超额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目标任务，在全市镇

（区）综合考核中位居第三，获二等奖。

【国投如皋市江安镇土地整理项目】　年内，江安镇

整理涉及鄂埭、马堡、曹杜等９个村计１６３３．３３公

顷土地，总投资３７００万元，实施国投如皋市江安镇

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５１．５公顷，新建田间道

路、涵洞、防渗渠、桥梁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受益

人口３４２６４人。至１２月底，项目全面竣工，并通过

南通市验收，正申请省级验收。

（黄明德）

２０１２年江安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７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８２１００ ２１．４２ 商品零售网点 个 １３５７ ２．９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５７０９．３ １６．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３５７９ ２．８０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２４ １５．８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４１６８ ３．６４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４６００ ３．７４ 各类汽车 辆 ３２５２ ２２．２６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６２６４５ １０．３４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２８．９ ３．８９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３１ １７．７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３４７８６ １２．００

·６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续表８７－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４５．３ －１７．３４ 科技人员 个 １０２３ ３．１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５００　 ６２．８７ 中小学校 个（所）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０９　 １８．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６７８８ １．０１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３５　 ２．０７ 在职教师 个 ３６６ －７．３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３５　 ２．０７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６０１１８　 －１５．８９ 卫生室 个 ２８ 持平

工业利润 万元 ３２８８１　 ３７．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２　 －１０．６４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０ ５．８８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２１３３３　 ０．６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１３　 －７３．９６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５２１００ ５．１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４０９２　 ６．２７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８６９９ －１８．６０

三产实体 个 ３５１０　 ２．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７４２．９１ １６．２０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５２８５　 ２．６６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持平

２０１２年江安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朗 庙 村 石明德 丁国圣 ２６ ３５２０ １２１．６７ ２２２３５ １３９６５．４７

新 建 村 吴正义 吴俊海 ２７ ３６８２ １９８．３３ ２１１９１．５ １３２２５．３

佘 圩 村 陈国平 陈国平 ２１ ３１２５ １５３．７３ １７２６６．５ １６７３１．７６

北 元 村 石 岳 石 岳 ２４ ３４５６ １５３．３ １６７７５．９８ １３７５９．９９

环池社区 许金来 环青青 ２３ ３５１３ １４５．３３ ２１０５９．７ １３１４８．０９

六 团 村 徐文中 陶 伟 ３０ ４４３８ ２９３．３３ ２８５６５ １４６２９．８６

申 九 村 张永旺 张永旺 ２０ ３０５１ １７４．１３ １９６６８ １３３２８

鄂 埭 村 谢桂平 谢桂平 １７ ２６０２ １０５．７３ ２４２１６．９ １７５７６．５１

百 新 村 龚玉平 龚玉平 １８ ２８９３ １６３．８ １９５５８ １４７６５．９４

宁通社区 钱慧明 钱慧明 ２３ ３６３５ １５５．７３ １１３２５３ ２０８３０．３１

葛 市 村 石刘明 周云圣 １６ ２４１４ １１５．５ １５１４８ １５０５９．８４

徐葛社区 夏泽权 夏泽权 １８ ２２６３ １３０．６７ １３６７０ １２１２０

徐 柴 村 彭兴良 刘洪灿 ２１ ３６０９ １５４．４７ ２２８００ １５６００

黄 建 村 黄甫华 卢兴圣 ２３ ３６４６ ２３６．６ ２１４３９ １３９０８．１５

黄市社区 顾良如 丁邦国 ２７ ４４７３ ２２４ ２４４８０ １３９８８．８５

中心社区 黄桂华 黄桂华 ２３ ４３４０ ２８１．３ ２４５５０ １３１６０

陈 严 村 徐友华 周荣俊 １９ ３４８７ １３４．５３ ２０４２８．５２ １２６７１．０１

周群社区 周社建 周社建 ２５ ４３３６ １９６ ２８７５０ １３９３０．２２

镇中社区 周亚平 卢宗祥 ２４ ４４３６ １５４．９３ ２９２５７ １５２４９．６６

徐黄社区 黄永贵 周 峰 １９ ３２７９ １５５．６ ２１３７２．１ １６９８４．９６

戈堡社区 丁新建 陈卫峰 １７ ２４７９ ２０３．９３ １６３６３．４ １３３４０

联络社区 黄国平 黄国平 ２３ ４５３５ ２０７．４ ５５０５５．５ １８９２３．９３

合 作 村 陈邦太 周学龙 １９ ３０２１ １５２．６ １４９９１ １２９９３．５６

曹 杜 村 赵锦新 赵锦新 ２０ ３２７７ １７８．４７ １７１００ １３０７９．３１

马 堡 村 叶昌宏 叶昌宏 １９ ３０４２ １５２．５３ １８５２０ １３５６５．８７

·７０４·镇区概况



高高高　　　　　　明明明　　　　　　镇镇镇

【概况】　高明镇位于如皋市西部高沙土地区，西与

泰兴市接壤，南与靖江市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四军诞生地。全镇总面积６６．８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３４９６公顷，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６个，村民小

组３５５个，总户数１．５万户，总人口５．３７万人。

２０１２年，完成财政总收入３５０７．０２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３％；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首次突破２０００万

元大关，达２０６３．４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８％。获如皋

市农业现代化工程红旗单位、文化建设工程红旗单

位、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红旗单位、文明镇等奖项

１０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

３．８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５６００元，同比增长

１６．５％。４０公顷润和花木基地、１０公顷刘庄村特

种水产养殖园、２６．６７公顷胜利社区名贵花卉园、

晓庄村网箱养殖、２３．３３公顷亩西庄村设施大棚、

２６．６７公顷中心社区苗木和药材基地等８个农业

项目先后落户高明镇，累计完成项目农业投入１．３

亿元。新增土地流转面积６２０公顷，占全年目标

１１６．２５％，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１５５．３３公顷，占全年

目标１０６％，新增有机农业４８公顷，占全年目标

１０２．９％，新增千亩现代农业园区２个。刘庄、陈庄

两村有机稻米基地获得认证。全镇１２个村（社区）

村村有高效农业项目，其中５个村（社区）基本实现

高效设施农业全覆盖。以高效设施农业、传统蚕桑

产业、休闲观光农业、特色种养业为主体的四大农

业特色板块基本形成，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特色

产业示范基地。全年培育南通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１个、南通市农业现代化示范村１个、如皋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２个、如皋特色产业示范基地３个、如

皋特色农业示范村１个。基地内产品认证５个，认

证面积５３２公顷。年初，在全市率先整建制推进村

庄环境整治，生态环境成为全市特色。南通市村庄

环境整治现场会、省村庄环境整治推进会、全市水

利工程建设现场会先后在高明镇召开，省、南通市

相关部门多次到高明镇调研，总结推广高明镇相关

做法。４月底，中心社区在南通市率先通过三星级

康居示范村省级验收。７月中旬，６个村（社区）通

过二星级康居示范村南通市级验收，其余５个村

（社区）实现一星级康居示范村全覆盖。１１月，２个

村（社区）通过省级卫生村验收，实现省级卫生村全

覆盖。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３１．９８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１２．１１亿元。全年

落户投资超３０００万元工业项目１０个，净增私营企

业数１５２家，占全年任务２７６．３６％。净增个体工

商户３０１家，占全年任务１６７．２２％。实现工商注

册外资１５００万美元，占全年任务１００％；到账外资

１００万美元。完成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１７６８０万元，

占全年任务１１７．９％。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３．４

亿元，同比增长７．０３％。实现规模工业应税销售

１．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６％。完成全部工业实缴

税金１４３２万元。新增装机容量７０２５千伏安。完

成全部工业投入５．５亿元；规模工业项目投入

３．６２亿元，占全年任务１００．６％；技改投入２．０１亿

元，占全年任务１００．５％。新建工业标准厂房

１９６００平方米。累计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４个，建

成如皋市级工程研发中心１家，申报省星火计划项

目１个。引进高校毕业生或中级职称以上人才４０

名。新增注册商标１８个，完成项目申报５个，立项

４个，申请专利９７个，发明专利授权实现零突破，

专利申请考核排名全市第一。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项目投入４４５８５万元，占全年任务１５９．２３％，实现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１１０７８万元。

小城镇建设　年内，高明镇聘请市规划设计院

编制镇区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发展规划，完善镇区控制性

详规，并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土地规划，至年

底完成论证和报批工作。全力推进房产开发，全年

完成镇区搬迁２．３３公顷，拆旧复垦１０．１７公顷，土

地出让８．３３公顷。房产开发总量再创新高，累计

达７万平方米，竣工５．５万平方米，完成房地产税

收４５０万元。加快推进一批较大城建项目，包括投

资１．５亿元锦鑫花苑，投资５０００万元达逸房产二

期、三期工程，投资２０００万元金泰商务酒店，投资

１０００万元开放式生态公园，投资２０００万元镇综合

服务中心以及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华非大厦，其中锦鑫

花苑项目成为高明镇房产开发史上单体规模最大、

第一个实现深度开发的商业住宅小区。不断加快

农民集中区多层住宅楼建设，全年开工１５００套，建

成１２００套，入住１１００户。加快基础设施配套，累

计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１２００万元，占全年任务

·８０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１３０．４％。先后实施金泰街污水消防管网一期、二

期工程，镇区绿化提升工程，红旗路拓宽改造工程

以及人民路慢车道提升工程。

社会事业　年内，高明镇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农保累计新增参保、续保１６３８０人，新增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４５０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１３５

人，均超额完成市交任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

率１００％。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低保”政策，实

现应保尽保。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全年累计培训农

村劳动力８００多人次，吸引外来劳动力就业４１０

人，劳动力回引２２０人次，创建充分就业社区６个。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方针，全年教育投入１０００多万

元，镇所有学校均建成市最安全学校，中心学校建

成市特色学校，东燕幼儿园通过南通市优质园验

收，高明镇被评为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常态化管理合

格镇。２０１２年中考四星级高中上线率比上年上升１２

个百分点，普通高中公费线人数占参考人数

４５．９％，教育质量和教科研水平大幅提升。实施文

体建设工程，相继实施高明镇新文体中心、文体广

场建设工程，开展村级文体建设提升工程，年内申

报的４个村（社区）全部建设到位，并为全市提供现

场，成功举办镇首届文化艺术节暨高明镇第二届全

民运动会、全市村居“三百”竞赛工程“苏果杯”乒乓

球总决赛以及送文化到基层等大型活动以及各类

文艺演出多达９次，群众性文体活动成为常态。推进

卫生事业，加快完善医疗设施配套，全镇１５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实现省级示范站全覆盖。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让群众真正享受惠民政

策，被评为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示范镇。切实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全年未发生一起食品药品安全

责任事故。不断提高人口计生服务水平，全镇建成

早教中心３所、村居亲子园６个，世代服务中心人口

家庭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南通市级验收。广泛开展免

费孕前筛查、出生缺陷干预、妇科疾病查治等服务，

全年随访２万多人次，实施免费手术３００余例。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高明镇倡导

文明和谐社会新风尚，进一步提高居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到。重

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组织民兵参与抗洪抢险救

灾、社会管理创新等工作。圆满完成双合新兵征集

任务，镇人武部被表彰为市征兵工作先进集体及军

事训练先进单位。开展和谐社区、民主法治村创建

和“六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９个村（社区）通过省

级和谐社区验收，２个村（社区）通过省级民主法治

村验收，进一步增强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推

进“庭所共建”，不断深化诉调对接、公调对接、检调

对接，全年受理矛盾纠纷２９８件，调解成功２８９件，

成功率达９７％。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开展“四

项排查”，全面加强防控体系，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力度，全年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件。进一

步畅通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渠道，全年受理市长热线

１２１件，反馈答复率１００％，按期办结率９５％，满意

率９０％。切实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安全检

查和督查，着力构建事故预防机制，全年未发生一

起安全事故，被评为市安全生产先进镇。

【高明镇先后承办南通市、省村庄环境整治现场推

进会】　２月１７日，南通市村庄环境整治现场推进

会在高明召开。南通市委常委、副市长秦厚德，南

通市副市长吴晓春及如皋市领导姜永华、司祝建等

出席会议。会上，高明镇党委书记陈晓仲作相关经

验介绍。４月１０日，高明镇代表如皋市接受省村

庄环境整治现场会检阅。省委农工办主任曲福田

及如皋市领导陈慧娟、司祝建等出席会议。与会人

员参观高明镇村庄环境整治２小时精品线路。

年内，高明镇累计动用人力２．２万人次，清除

乱堆乱放６０００多处，清理杂草、垃圾１７６０多吨。

新设置垃圾房、垃圾箱８００多个，实现垃圾收集设

施全覆盖。新疏浚整治三级河１条、村庄河道１６

条，总长２８．６公里。新栽苗木１．４万株，植草

２４．８吨，新增成片造林面积３４公顷。全镇８５％以

上河道、沟塘完成整治疏浚，主要村镇道路沿线房

屋、墙体实现整理出新。

【高明镇建成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２０１２年，高明镇在获南通市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

区称号基础上，委托省农业科学院编制《如皋市高

明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规划》，１１月，

规划正式通过省农委验收，成为如皋市第二个成功

创建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基地乡镇。

高明镇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基地以高

效蚕桑和高效果蔬为特色。基地规划面积约为

３０００公顷，其中胡桑种植面积１５３３．３３多公顷、高

效设施大棚近６６６．６７公顷、特色蔬菜和花卉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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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占地３３３．３３多公顷，高效农业种植面积占全镇

种植面积８０％以上，年产值２亿多元。年内无公

害产地认证２个，认证产品５个。镇区北部主要为

桑树种植基地，南部为高效设施果蔬种植区，规划

镇区周边核心部位建有综合管理服务区，集现代设

施园艺展示园、蔬菜种苗繁育中心、农产品交易中

心以及蚕桑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等为一体。基地蚕

桑产业已基本达到桑蚕品种优良化，小蚕共育普及

化，养蚕技术省力化，技术管理标准化“四化”格局。

（朱一杰）

２０１２年高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８９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９７０７６ １１．７２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０５２ ３．４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６６９５．５ １８．１３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５８７４ ７．９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０９５６ －６．３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５０９６ －３．８２ 各类汽车 辆 ２３６８ ５１．６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３３０２ １０．４２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１９ ８．９６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０．２ －１０．４５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２１ －４．５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０ ６４．３７ 科技人员 人 ８６２ １９．５６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０４１．６ ９．７３ 中小学校 个 ２ 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５２ ２１．７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８９３ －６．５０

工业企业 个 ７０５ ３．３７ 在职教师 人 １８６ －０．５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０５ ３．３７ 医院 个 ２ 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９５２６５ ６．０１ 卫生室 个 １４ 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５９６１ ８．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６ ６．６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６．５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０１５２ １５．４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００ －９０．０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６９１３７ １８．６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７４１８ ７．６４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８７１０ ０．０３

三产实体 个 １５９２ ０．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５６０ １６．２２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６３６０ －１６．８６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５ ０　

２０１２年高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９０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中 心 社 区 王正国 王正国 ４１ ６８４８ ４２７．８ ４５６２４ １６７４７

鲍 庄 社 区 张建平 王昌文 ２１ ３３０２ ２０７．０７ ２１７６８ １４５７４

卢 庄 村 周建宏 周建宏 ３６ ５３１３ ３６２．２ ２９８２４ １６７４７

高明庄社区 缪世益 范清忠 ２９ ３５４４ ２５８．８７ ２３６１８ １４６０２

刘 庄 村 钱 玉 钱 玉 ３１ ４２４８ ２９７．４ ２８３１７ １４２７３

晓 庄 村 张留兵 张留兵 ２０ ３８１９ ２４２．３ １７７７２ １６２８９

黄 庄 村 王兴宏 王兴宏 ２９ ４３８８ ２８８．１ ２８３６５ １５６８５

胜 利 社 区 刘 莉 蔡海军 ３７ ６０６１ ２８９．１ ４１１８７ １６１２０

周 庄 社 区 周久海 周久海 ２５ ４０８８ ２４５．７ ３４１２３ １７３４２

西 庄 村 任建兵 钱兴中 ３４ ４５８３ ２５２ ２９２９４ １５２７９

陈 庄 村 孙福亮 孙福亮 ２１ ３１５１ １９３．７ ２１９３６ １４９１４

章 庄 社 区 孙福建 孙福建 ３１ ４２８２ ２５７．７４ ３１８９９ １５５３９

·０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常常常　　　　　　青青青　　　　　　镇镇镇

【概况】　常青镇位于如皋市西部高沙土地区，属黄

桥革命老区。总面积６１．２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

积２９４３．１公顷，全镇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６个，村

（居）民小组３１９个，总人口４６７５０人。２０１２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９％。完成

全口径财政收入４１１９．５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２３１４．５万元、增长１１％。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０００元，同比增长１０．４％。全镇建筑业企业完成

建筑业施工面积１７６万平方米，实现施工产值

１９．２亿元、税收１０７７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０．４％、

１９．２％、１８．９％。被评为国家级生态乡镇，江苏省

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单位，如皋市民生幸福工程红旗

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农村环境长效管

护先进集体、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先进集体、体育现代化建设先进单位、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新增高效农业

７３３．３余公顷、设施农业１３３公顷。建成土山村、

万全村设施农业园区、荷塘月色休闲观光园、雅竹

轩休闲园区、明发生态健康养殖场等重点农业项目

７个。新增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４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７家，完成农产品商标注册４８件。推进“美好

城乡建设行动”计划，开展村庄环境整治，８个村

（社区）通过一星级康居村验收。新增成片造林

３９．９３公顷，四旁植树３．５万株。全面完成秸秆还

田示范方、示范村建设。完成农业综合开发二期工

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被评为省农业综合开发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启动横埭社区吴庄土地整理，搬

迁９０户，整理土地７．３３公顷，新增用地指标２．６７

公顷，搬迁地块安置房和综合市场开工建设。新建

农村公路５３．７公里，新建和改造农桥１２座。完成

三级河庆胜河整治工作，捞浅村庄河道２４条、长

３５．６２公里，疏浚土方６０．５７万立方米。实施城乡

居民收入五年倍增计划，拓宽就业、创业、物业、社

保和帮扶“五大增收渠道”，重点关注农民、企业职

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四个群体”增收，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１４０００元。

工业经济　年内，常青镇新增注册外资２０００

万美元，占当年目标数１３３．３％，实际到账外资１６０

万美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３２．８亿元，同比

增长４．２％。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１４亿元，同

比增长１２．９％。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６．８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应税销售５．１亿元，其中百强企

业完成２．４亿元。全部工业实缴税金１６４９万元，

其中规模工业实缴税金６９２万元。工业用电量

４１６１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６．２９％。全年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５．８亿元。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４．８亿元、

同比增长２５．２％。完成旅游业项目投入８８００万

元，占年计划２９３．３３％。服务业投入４２１０万元。

恒绮纺织投资１２００万元新上喷气织机４８台。昊

晟纺织投资３０００万元新上气流纺项目。新增装机

容量５４２０千伏安，同比增长３．５％，其中大工业增

容１５１５千伏安，同比增长１４０．５％。完成固定资

产抵扣税２３３．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９２．８８％。新增

规模企业２家。持续推进工业园区建设，搬迁９８

户，整理土地２８．６７公顷。园区基础设施投入６５０

万元，新建标准厂房１．７５万平方米。通过龙头带

动、行政推动、政策驱动等方式发展民营经济，净增

个体工商户１９６户，净增私营企业１２４个，完成私

营企业注册资本２．９亿元。能人返乡创业４４人。

引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２．１４亿元，其中千万元以

上项目５个，注册资本９０００万元，制造业实绩１．５

亿元，民资质量比上年提高３个百分点。建成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１家，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３个，专

利申请量８１件，发明专利申请２８件，企业自主创

业能力不断增强。新增注册商标２９个。

小城镇建设　年内，常青镇按照“三化互动、城

镇先行”理念，在全市率先开展并通过镇区总体规

划和专项规划修编。全年开工城建项目１７个，总

投资８．１９亿元。围绕打造城镇功能更加完善、公

共服务更加健全、个性特色更加明显、经济社会更

加繁荣的美好新常青，完成中心幼儿园、常青初中

公寓楼、铁草小学综合楼和周转房工程建设及生态

公园规划设计。在镇区主入口南侧安装高炮广告

牌３面。完成城镇土地出让７．０２公顷，搬迁２１５

户。房地产开工５．５１万平方米，竣工３．６万平方

米。建成迎春花苑大卖场和文化街，成功引进好又

多超市。镇公安业务大楼年内实现封顶，便民服务

中心完成基础建设。启动育贤花苑２号点、瑞祥佳

苑、瑞景花苑和碧水苑等集中居住区建设，开工安

置房建设１５幢、５２８套，构建多层次住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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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一”工程获８颗星。迎宾路完成面层以下工

程，迎春路、永盛路、育贤路完成管道铺设和灰土工

程，“五横五纵”路网格局基本形成。投资５８１万元

实施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改造提升工程。实施皋

高线至红旗路段王石线亮化工程。优化调整公交

线路和班次，进一步改善广大群众出行条件。

社会事业　年内，全面完成社保扩面任务，企

业职工“五险”新增５４６人，新增４５名失地农民纳

入保障范围，老年意外保险５３５０户。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３８４９１人，享受大病补助３２０２人。列

入农村“低保”７９９户、１９５２人，“五保”供养１６４人，

危房改造３６户。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建成Ａ

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１个、ＡＡＡ级居家养老服务

社５个。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在全镇１９家医疗卫生机构，深入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减轻群众就医负担１２０万元。全面免费

实施１０大类４１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投资３５万元建立全镇第二所早教基地，建设新农

村新家庭，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功能人口计生优质服

务体系，吸引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王忠禹等领导专

家到常青镇参观考察。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断加

强镇村文化体育阵地建设，启动民舞《花担》申报南

通市级非遗项目，镇文艺研讨班创作《奔向太阳》等

３件作品均获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ｏ小型剧本

铜奖。持续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完成文化产品制

造业产值１．４亿元。新增数字电视用户１７８户。

文化、体育、教育、计生、关心下一代工作等被市政

府评为先进集体。

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常青镇大力倡导

文明和谐社会新风尚，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作为华东地区唯一入选者，张谷才老人被中央

电视台“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推选为

“特别关注乡村医生”。横埭村民许应全当选第三

届江苏见义勇为新市民，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不断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镇人

武部规范化建设，完成征兵任务。镇派出所、财政

所、国土资源所、吴庄烈士陵园管理处等被评为市

文明行业，镇农业服务中心、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常

青医院等被评为市文明单位，铁篱社区和董王社区

被评为市文明社区，万全村和土山村被评为市文明

村。不断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开展“六五”普法宣传

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法制观念和法律素

质。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成效明显，法律援助咨询

３３１件。配备２６名专职调解员、２名专业社工，受

理调处矛盾纠纷４４１件，调处成功率达９８％。不

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切

实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开展“四项排查”，全面加强

防控体系，加大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力度，全年未发

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件。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一

站式服务大厅落实到位。书记大接访交办信访件

５件，全部办结，群众满意率９５％以上。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全年未发生较大

以上安全事故。

【常青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被评为省农业综合开发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１１月，经县级申报、南通市

级审核考察推荐、省级综合评定，常青镇２０１１年度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

以科学合理规划、优质过硬质量、耳目一新的形象、

良好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被省农业资源开发

局、省财政厅命名为全省２０个农业综合开发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之一。

【常青镇被评为国家级生态乡镇】　１２月，环境保

护部发布２０１２年第７５号公告，公布全国７９８个乡

镇达到国家级生态乡镇考核指标要求，被授予国家

级生态乡镇称号。常青镇榜上有名。

【常青镇许应全被评为第三届“江苏见义勇为新市

民”】　１２月，常青镇横埭社区许应全在第三届“苏

宁环球杯”江苏见义勇为新市民评选活动中，被授

予江苏见义勇为新市民称号。

许应全，男，４５岁，在常州市第一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务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晚９时许，许应

全听说建筑工地上发现小偷，赶到现场协助派出所

两名辅警抓捕盗窃嫌疑人，在抓到两名女性犯罪嫌

疑人后，许应全和一名辅警留在现场看守，其他人

员继续搜索。不料，３名犯罪嫌疑人手持木棍从黑

暗中窜出，将许应全和辅警打昏，５名犯罪嫌疑人

逃离现场。案发不久，５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

全部抓获。经医院检查，许应全身负重伤。

（谭文豪）

·２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常青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１．９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８２ ６．０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４１１９．４６ －８．９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５６１８ ５．８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８２９６ ９．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１３４１ １２．５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４３６４ １２．６ 各类汽车 辆 ３４６７ ３４．６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６２７１ １６．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００ ２１．４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５．４２ ５．４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７７ １５．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３．６ ２．５ 科技人员 人 ９８４ １２．９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７７ ３．６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２２３ ２０．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０００ ２８．２０

工业企业 个 ６９８ ５ 在职教师 人 ２７０ １．８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８１ ２．２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亿元 ７０ ８ 卫生室 个 １４ ７．６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８１０６ ４．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６８ ９．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７ ２．１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５１０００ －９．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６０ －８４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４４８５ ２０．４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０４１６ ５．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５４６ －７３．７５

三产实体 个 １０３ ５．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８００ １６．７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２６９ ２．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１１８ ７．２０

２０１２年常青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９２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海 圩 村 明长平 明长平 ３０ ４６９８ ２８０．９ ６３２００．８ １４４９７

铁 篱 社 区 石品高 石品高 ３０ ４７９２ ２４７．１ ６２００９．６ １４２０２

草张庄社区 沈红霞 沈红霞 ２７ ４０７５ ２４６．７ ６１２１１．７ １５２６９

邹 蔡 村 邹 平 邹 平 ２４ ３２２９ １９９．９ ４２４６８．７ １４１００

蔡 炎 村 李世国 李世国 ２５ ４０８１ ２３２．０ ４１８１５．４ １４１２２

横 埭 社 区 蔡明祥 蔡明祥 ３７ ５１３９ ２７２．０ ７６６８３．８ １４２１３

袁 庄 社 区 袁 霞 袁 霞 ２２ ３６２８ ２４２．０ ６３８８１．４ １４７８８

叶 庄 社 区 金银建 金银建 ３７ ５２７６ ３２１．１ ３１６６５２．６ １６７１５

万 全 村 陈怀进 陈怀进 ２５ ３２１２ ２６４．９ ５７５４５．１ １４２８５

楼 冯 村 韩书建 韩书建 ２１ ２７１７ ２２７．７ ４０３０９．２ １４７６３

董 王 社 区 印国兰 印国兰 ２０ ２８９４ ２１２．３ ７０６０４．２ １５２９７

土 山 村 薛桂如 薛桂如 ２１ ３００９ １９６．５ ４０４９７．９ １５０３２

·３１４·镇区概况



搬搬搬　　　　　　经经经　　　　　　镇镇镇

【概况】　搬经镇位于如皋市西部，为江苏省重点中

心镇，西临泰兴市，北接海安县，新老３３４省道、如泰

河贯穿东西，王石公路、焦港运河穿境而过，属黄桥

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１１０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９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２３２．５公顷。辖行政村１１个、社

区１１个，总户数２．４万户，总人口８．６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７．３万人。２０１２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２１５４０３万

元，同比增长１３．６％；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０７６４万

元，比去年略有增长；公共预算收入５６５６．３１万元，

同比增长８．８％；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０２６元，同比增

长１５．５６％。获如皋市项目投入、小城镇建设、服务

业、农业现代化、文化建设、民生幸福和社会管理创

新工程红旗单位等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新增流转土地

１０００公顷，成为全市最大的设施农业镇。搬东、加力

社区被评为市高效设施农业先进村（社区），搬东种

植土地股份合作社被评为市农村“三大合作组织”建

设先进集体。加大农业招商力度，重点招引高效农

业、设施农业、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新增规模农业项

目１３个，总投资２．６７亿元，完成全年任务１８６．７％。完

成规模绿化面积３７．８６公顷，林木覆盖率列全市第

二。泰森养鸡、华多二期、百岁食用菌等一批投资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正式投产。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泰森禽

业公司年产优质新鲜、具有食品安全保障和可追溯

性科宝白羽肉鸡１０００万羽，年销售收入近１亿元．华

多养殖二期年内新上欧洲全自动喂养设备，年销售

收入超５０００万元。江苏绿野公司成功创建南通市级

农业龙头企业。投资２０００万元、规划面积３３３．３３公

顷，以１０６．６７公顷高标准钢架大棚为核心的农业园

区日臻完善，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示范园管理、展示、

育苗、检测和物流五大中心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道

路、水电、沟渠等基础设施全部到位。

工业经济　年内，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１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５％，其中规模企业应税销

售９．８３亿元。新增规模企业４家。完成外贸进出

口１４２５万美元，同比增长４１．５％。完成工业用电

量１２２３０．４８万千瓦时，固定资产抵扣税５４２．２５万

元，新增装机容量 １１２８９ 千伏安，分别增长

２．１７％、３４．０９％、３５．２０％。完成净增私营企业注

册资本８．１亿元，占全年任务２０７．７％；净增私营

企业数１８１个、个体工商户５７０个，分别占全年任

务２００％、１９０％。累计签约落户项目２４个，总投

资５．２亿元，其中有海泰科动力科技、江苏三科、恒

泰医疗器械等６个目标产出１亿元项目。全年新

建项目１４个，技改项目１０个，总投资８．４亿元。

顺帆窑炉改造、非标轴承技改、透平叶片阀杆等８

个项目竣工投产。投资８０００万元的宇强金属技

改、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凯业耐火板等项目加快建设。

涡轮增压器相关高端汽车配件、高科技新材料、机

械锻造三大产业集群初具雏形。建成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３个，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３个，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超历史，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５件。发挥

科技镇长团作用，引进“双创人才”２名。

小城镇建设　年内，搬经镇聘请同济大学设计

院专家，依托新老３３４省道、王石公路、连申线等交

通优势，以小城市标准定位提升和完善城镇发展规

划。完成振华公司、鼎昌名邸、连申线工程、原夏堡

镇政府４个地块计９．３３公顷、２９３户（建筑总面积６万

平方米）搬迁，出让土地１２．５１公顷。完成房地产开

发１８．７万平方米，竣工１５．４万平方米。实现房地产

税收１８７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５％。完成安置房开工３．５

万平方米，竣工２．８万平方米，绘贤小区基本竣工。

完成农民集居房开工１１５０户，竣工８１０户，入住７１０

户，分别占全年任务的１１５％、１０１．３％、１０１．４％。北

二环、中桥连接线工程建成通车。全年改造彩虹计

划危桥７座、交通危桥３座，维护全镇所有桥梁计６４

座。实施省计划３条、南通计划６条、市计划２０条农村

公路修建，计６７．５５公里，各村（社区）实现以宽４．５

米水泥路衔接镇区主干道，被评为市村村通公交先

进集体，鞠桥村成为全市唯一“户户通”通达工程

村。铺设夏堡段区域供水管网６２００米，铺设天然气

管网５公里，铺设污水处理厂至皮革厂、北二环等污

水管网４．２公里。盘活处置９宗共８．２公顷存量、闲置

土地。总面积４６．２公顷土地复垦和１２公顷占补平衡

项目，通过省厅验收，均列全市第一。国投项目二期

顺利通过省国土厅验收，启动总投资５５６６万元国投

三期项目建设。湖刘社区被评为市农民集居化先进

集体，成功创建省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试点村，全

镇２２个村（社区）全部通过市环境整治一星级验收，

被评为市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单位、绿化工作先

进镇区。

·４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社会事业　年内，搬经镇义务教育获全市素质

教育综合考核一等奖，镇中中考居全市农村初中第

一，夏堡幼儿园成功创建省优质幼儿园。新搬经小

学开工建设，成功回收搬经中心幼儿园办学权并启

动新园建设前期准备工作。被评为市居民养老保

险工作先进单位，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１００％。

６个村（社区）成功创建省卫生村，１６个村（社区）卫

生服务站进入村（社区）服务中心。４个村（社区）

通过省改厕项目村验收。镇计生服务中心成功通

过南通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中心验收，被省、南通

市命名为人口文化教育示范基地，被南通市政府表

彰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镇文体活动中心建

成并向群众免费开放，８个村（社区）建成文体活动

室，９个村（社区）建成文体广场，被评为市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先进集体和体育现代化建设先进

单位。敬老院修缮和残疾人托养中心建设工程全

面竣工，建成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９个村（社

区）建成居家养老服务站。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搬经镇各级

基层党组织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实施“双带”、“双强”、“双联双助”工程，全面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道德体系和诚信体

系“两大体系”建设，被评为市文明镇、书记大接访

先进集体、法制宣传先进集体。依法召开镇第十五

届人代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人大主席１

名、人大副主席１名、镇长１名、副镇长２名。发挥

监督职能，开展人大代表之家活动，认真办理人大

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被表彰为市人大工作先

进镇。开展“六五”普法活动，进一步增强全镇党员

干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镇司法所被评为全国先

进司法所，刘平林同志被司法部记个人一等功。严

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全年未发生到北京和省政府

上访事件。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受理承办市长

公开电话１５５件，办结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０％以上。

重视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被南通市

政府、南通军分区表彰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成功

创建南通市农家书屋示范镇。组织干部群众开展

远程教育，被评为市远程教育先进集体。成功举办

镇第十七届文化体育艺术节和首届莲湘艺术节。

全年组织送电影下乡１３６场，送戏到村１３场，镇文

化站被评为省、南通市两级优秀文化站。

【江苏三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搬经镇】　７月，

落户搬经镇群岸社区的江苏三科安全科技有限公

司开工建设。

江苏三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撬

装式汽车加油装置（以安全、环保和机动性为核心

设计理念，是集阻隔防爆储油罐、加油机、自动控制

系统为一体的地面可移动加油站）为主的科技型企

业，以打造全国一流安全产业研发基地为目标。项

目总投资１．２亿元，占地面积４公顷，建筑面积

２．２万平方米，其中，厂房１万平方米，研发用房

４０００平方米，办公辅助用房８０００平方米。在工程

建设中，公司通过租用厂房生产，年内生产撬装式

汽车加油装置２５台套，进入规模企业行列。

【搬经镇三大工业产业集群初具雏形】　年内，搬经

镇高端汽车配件产业、高科技新材料产业、机械锻

造产业三大工业产业集群初具雏形。目标产出１

亿元项目海泰科动力科技落户搬经镇，标志着涡轮

增压器相关高端汽车配件产业集聚搬经。总投资

１．２亿元的江苏三科安全科技开工建设，租用厂房

投产并进入规模企业行列。高新技术企业苏州中

硅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标志着高科技新材料产业集

聚搬经。以非标轴承、透平叶片、聚星铸锻、宇强金

属为骨干的机械锻造产业，通过技改升级和产品转

型，努力打造１０亿元产业集群。

（谢文君）

２０１２年搬经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３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１５４０３ １３．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８７０ ０．５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７６４ ０．１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０６．７ ４．２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７７９０ ５．１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９０３９ ２４　

·５１４·镇区概况



　续表９３－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９５７７７ ０ 各类汽车 辆 ４３８７ ２０．３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８．５５ ０．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８０ ６３．７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０８ －１０ 科技人员 人 ３１７２ ２１．０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１７５ １．６ 中小学校 个 ５ －１６．７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２２ ３．３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６６２３ ５．２０

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８０ ２０．９ 在职教师 人 ５０３ －９．２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０２５ ９ 医院 个 ４ 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４６０００ ５．２５ 卫生室 个 ２３ 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６７１３ －３．８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５ －１２．５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５ １．１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５５１３０ －５．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６０ －８６．７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３５７０８ １６　

外贸进出口额 万美元 １４２５ ４１．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０３４８ ２．１０

三产实体 个 ９０３ ３．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０２６ １５．６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３８１５０ －２．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８２ ２．５０

２０１２年搬经镇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９４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搬经社区 陈小强 陈小强 ２６ ７６３５ ２０２ ２４５００７．４ ２２６７６．２８

加马社区 陈 建 陈 建 ３０ ４０５０ ３０７ ３６６９０．３ １６５６４．８３

谢甸社区 徐邵贵 徐邵贵 ３２ ４１４７ ２６３ ４４６９５．３ １７０６４．４５

加力社区 谢玉军 谢玉军 ３６ ４５６５ ３３９ １０１０１２．３ １７４４２．２６

搬东社区 张 建 何 飞 ２０ ３０７１ １７５ ３３８７５．６ １６６２０．６４

严鲍社区 卢玉如 卢玉如 ２３ ３２２２ ２３４ ２７９８５．７ １５７００．６４

朱夏社区 丁维民 丁维民 ４１ ５５６０ ４５４ ９５３６０．１ １８０８８．１７

群岸社区 徐朝阳 夏茂峰 ２９ ３８７２ ２６０ １８２５４６ ２１７４８．７８

鞠桥社区 王正权 王正权 １５ ２６６１ １８２ ２４９９７．３ １６４６９．１１

湖刘社区 汪正祥 汪正祥 ３０ ４５２０ ３３５ ２１６３８６．７ ２１６４７．３６

兴夏社区 鞠九星 鞠九星 ３４ ３４６７ ３２１ ４４５１４．７ １４８３９．９５

焦 港 村 刘支平 刘支平 ２６ ３４３６ ３０３ ３２９８８．１ １６５２６．４５

丁 许 村 钱开明 钱开明 ２８ ３３６８ ２８７ ３０８４３．８ １６３９９．７６

万 富 村 顾宏如 顾宏如 ４２ ４５００ ３５１ ８６４７９．８ １８６４５．１５

梅 甸 村 邵先良 邵先良 ２４ ３０１６ ２０３ ４４６９５．４ １７０６４．４５

芹 界 村 朱千政 朱千政 ３６ ５６６６ ４０２ ６６０７０．６ １６１４１．７８

夏 堡 村 季万进 周 建 ２２ ２８５２ ２９５ ２９４８４．４ １４５２８．３１

任 庄 村 任志龙 张 健 １５ ２２９５ ２０２ ３８７４７．２ １６０４７．３６

林 上 村 汪宝剑 汪宝剑 ２７ ３１２８ ２９３ ３２０２４．６ １３２１８．２７

肖 马 村 肖美兰 周海兵 ２９ ３６１４ ３２７ ３８９７５．３ １３２１３．５２

龙 桥 村 闫海春 闫海春 １９ ２２８７ １９５ ４００５２．５ １４３４４．３２

港 桥 村 李宏明 李宏明 ２６ ３４７８ ３０６ ２９４９７．５ １４８７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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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磨磨　　　　　　头头头　　　　　　镇镇镇

【概况】　磨头镇位于如皋市中部，为江苏省重点小

城镇。全镇总面积１０２．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４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３３５．３公顷。辖行政村１６个、

社区５个，总户数２．０７万户，总人口７．２１万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３．８５人。２０１２年，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３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１％。实现全口径财政

收入１．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３．７％；完成公共预算

收入７４０８万元，占全年任务１１９％，同比增长

３９．５％。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８９６元，同比增长

１５．７％。２０１２年获如皋市服务业红旗单位、小城

镇建设红旗单位、农业现代化工程红旗单位、文化

建设工程红旗单位等奖项１０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磨头镇实现规模项目

农业投入１．７３５亿元。全年完成土地流转１６７公

顷、适度规模经营１４７．９公顷，分别占市交任务

１２５％、１０２％。全年完成项目农业投入１．７３５亿

元，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２０６．７公顷，其中设施农业

面积１１７．２５公顷，有机稻米８９．４５公顷，农业现代

化考核列全市第一，被评为农业现代化工程红旗单

位。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４３个，合作社成员总

人数６１０５人。新登记农地股份合作社２１个，合作

社成员总人数８５３１人。累计整治河道６３条计

１３８公里。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规模工业产值

４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１％。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

售１１．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１５％，其中规模工业

应税销售６．９９亿元，占全年任务１３１．３９％，同比

增长３３．１４％。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０５０万元，占

全年任务１０２．５％；实际到账外资１７１．７２万美元。

实现规模工业投入 ７．５６ 亿元，占全年任务

１００．８％。技改投入 ４．２３ 亿元，占全年任务

１００．８４％，同比增长２５．６％。完成设备抵扣税６１３

万元，同比增长３６．２％。培育规模企业３家。伟

鑫混凝土、耀发纺织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当年进规模企业，南通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实现税收２８０万元。

小城镇建设　年内，磨头镇全面推进城乡统筹

发展，不断加大城镇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快房地

产发展步伐，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力度，城乡面貌焕

然一新，城镇品位不断提高，获市小城镇建设红旗

单位。镇区面貌大幅提升。大力推动“十个优”工

程，“十个一”工程除星级宾馆在建外，完成其他９

颗星创建。推进育贤北路工程建设，启动卓吾路北

延工程，完成日升路北延工程及配套管网及绿化。

完成卓吾南路跨街ＬＥＤ工程、镇区路网绿化提升

工程、镇区路网灯箱广告工程、亮化邓高路两侧空

位围栏工程。开展“招商建镇”活动，全镇现有房地

产商１４家，累计开工面积２６万平方米，竣工

１６．８万平方米，加快千翠湖、福源雅居、育贤小

区等房产项目建设。老区工委地块已挂牌。实现

镇区搬迁整理２５．６７公顷。以丁磨路西延工程为

契机，进一步拉大镇区框架，扩展发展空间。改

造场北老镇区，场北老乡政府地块进入挂牌程序。

开展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全镇２１个村中，成功创

建三星级康居村居２个、二星级２个，其他村居

均通过一星级或环境整洁村验收，全面完成任务

河道整治，“四位一体”长效管护机制全面完善，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９５％以上，林木覆盖率

２２．５％以上。

社会事业　年内，磨头镇总体完成为民办实事

项目。推进污水处理连片整治工程。新建农桥７

座、交通桥４座，建设农村通达工程８公里，完成卓

吾北路规划建设。完成中兴医院和镇医院住院大

楼建设。实施场北幼儿园达标工程。村庄整治所

有村达到“环境整洁村”标准，并通过省级验收。基

本建成农村“十里文化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普及义务教育高，高中普及率８８．１％。净增职

工养老保险人数１０６２人、工伤险５０２人、医疗险

１０２８人、生育险６２９人、失业险６１７人。农保参保

缴费人数２．８万人，征缴保费达１６００多万元，为参

保人员申请财政补贴１２０万元，对全镇领取基础养

老金人员资格认证，实行一人一卡跟踪服务和管

理，全镇２万多人开始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全年

发放基础养老金近２０００万元。进一步健全完善公

共卫生体系，社区卫生服务站覆盖率１００％，均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并规范化运作。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覆盖率１００％。自来水普及率９９％。全镇２１个

村居中，６个村（居）村级文体活动阵地建设达标，

获市文化建设工程红旗单位称号。元宵节，举办磨

头镇第九届农民文体艺术节。承办镇镇结亲磨头

常青文艺互演和“百团义演”磨头专场，参加演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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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９个，其中，两个节目分别获银奖和铜奖，被选拔

参加全市综合场演出。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磨头镇在全

镇推进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创

建工作，进一步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被评为市文明镇，全镇２个村被评为市文明村、

４个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１４个企事业单位被评

为市文明单位（行业）。重视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被评为全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开

展民主法治村创建和“六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进

一步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全面加强

防控体系建设和社会矛盾化解，开展严打专项整治

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校园安全治安整治，未

发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件，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

率提升为１００％。市长热线“１２３４５”受理群众来电

１７３条，办结率９９．５％，群众满意率９０％以上。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年内未发

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法律监

督和工作监督，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６３件，满意率和

基本满意率均为９９％以上。

【磨头镇第九届文体艺术节暨第八届全民运动会】

　２月２５日（农历正月十六），磨头镇举办第九届

文体艺术节暨第八届全民运动会。运动会表演项

目有踩高跷、威风锣鼓、舞龙舞狮、打腰鼓、４００名

学生方阵行街表演、文艺演出、科技咨询、人才招

聘、有奖猜谜等，比赛项目有拔河、乒乓球、毽球、定

点投篮、象棋、台球等，参加运动会的演员、运动员

达５００多人，参与群众３０００多人。

（王泽宇）

２０１２年磨头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５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３８．５ ２１．１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４０９ 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５１００ １１５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２３７３ 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５７９８ ７４．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６２９０４ ９．６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７９２０ ２．３ 小汽车拥有量 辆 １６７０ １９．７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２０７４ １０．３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２８ １９．６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２３．５７ １５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２０７００ －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８８ １６ 科技人员 人 ２７１０ １９．６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１５２ ４７．７ 中小学校 个 ４ －３３．３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７０４ １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３３０ －２１．８０

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１６ －１０．５ 在职教师 人 ３４１ －３０．６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２８２ －１４．６ 医院 个 ４ －２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１６１００ ８４．９ 卫生室 个 ２３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３２６３ １３７．６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项目个数 个 ８９ １５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２ 持平

当年项目投入 万元 １７５１７０ １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０５０ ７０．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５０９３３ １７．４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３９１５ １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５７６８０ ７８　

三产实体 个 ４５５４ １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０９８ １６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８３８１ １３．６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０ ３．４０

·８１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磨头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９６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磨头社区 沈建华 钱林俊 ２３ ３８６２ １９３ ３４４９８ １８０１９．７８

丁 冒 村 夏书华 刘建忠 ２０ ３１７０ ２３９．３ ２６４６０ １５２５８．００

天阳社区 李银昌 陈长银 １７ ２５７８ １８５ １６１１３ １６８５２．７９

星 港 村 丁井圣 宋庭国 ３４ ３７３９ ３１３ ３３３３９ １５４６７．４４

新 徐 村 马宏建 马宏建 ２９ ３８２８ ２５７．１ ２１５４８ １３７３２．５５

严 狄 村 赵法生 张仕建 ２４ ３１５７ ２３５ １９４７４ １４１０２．４５

兴 韩 村 石晓鹏 秦国明 ２４ ３５４６ １８８．９ １７１８０ １３７７０．３６

高 李 村 高 彬 高 彬 ２５ ３１７９ ２２６．７ ２０３６６ １３８３５．６５

顾 沈 村 吴云国 吴云国 ２９ ４３５１ ３１４．３ ２７６６９ １４３７２．７０

朗 张 村 郝兆军 郝兆军 １７ ３０２２ ２４６．５ ２１５３６ １３７６５．５０

高庄社区 孙 浩 许映康 ２１ ３５８２ １７９．５ ２１３７５ １５７１７．６０

老 户 村 朱 华 朱 华 ３０ ４２１８ ２４８．５ ２３７９９ １３９８９．４８

董 堡 村 杨 海 刘金贵 ２１ ２７８３ ２５０．５ ２３８３５ １３８９０．８５

曹 石 村 章国瑞 张岳林 ２２ ３６０５ ２７７．４ ３７２９２ １３８１１．５０

邓高社区 赵伟田 刘正宽 １８ ３０９５ ２４０．８ １７２９０ １７１６９．１６

场 西 村 刘剑锋 朱仁元 ２９ ２７５５ ２５０．３ １６４３３ １３７３１．００

场 东 村 张来富 陈伯生 ３９ ４６８７ ３２８．２ ２８７２４ １７１７４．９６

新联社区 韩宝秀 丁小平 ２８ ３０７１ ２５２．８ ２２９１８ １４８５０．００

塘 湾 村 丁邦宏 丁邦宏 ４１ ５３５１ ３７６．９ ７４３８２ １５１８０．００

新 港 村 鞠久富 鞠久富 ３１ ３６２６ ２９８．９ １９０８３ １５０３５．００

十字桥村 陈海平 徐永富 ２８ ３２１６ ２３２．７ ２０８８４ １５７４２．００

袁袁袁　　　　　　桥桥桥　　　　　　镇镇镇

【概况】　袁桥镇位于如皋市区西侧，全镇总面积

６５．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２．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３３２９．６公顷，辖行政村８个、社区６个，村（居）民小组

３４１个。总人口４．７７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５９万人。

镇政府驻地八角井村。２０１２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２６６４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２６％；实现财政收入

１３２７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７．７％；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０３５元，同比增长１７．７％。被表彰为南通市级园林

式单位（如皋首家），获如皋市文明镇、环保工作先

进集体、项目投入红旗单位、人口计生窗口服务示

范单位、食品药品监管先进单位等奖项１８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袁桥镇完成项目农业

投入１４４７０万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６３％。新增土

地流转面积７２８．８７公顷，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３７％。

高效农业总面积９７７７．７３公顷，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１６８％，其中：设施农业１０４．４公顷，占年度目标任务

的７１．８％；有机农业９３．３３公顷，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１４０％。新增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３个（兴袁农机、名

丝蚕业、利农植保）、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２个（复

兴庄高效设施农业园区、红梅乳业农业园）、市级以

上现代特色产业示范基地２个（科兴牧业、陆姚苗木

基地）、市级以上现代农业示范村２个（复兴庄、花园

桥）。省“五有”农业服务中心创建和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镇建设通过省市验收。重点打造镇级万亩

现代农业园区和万亩生态农业园区，不断完善园区

规划，加快与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推进花园

桥到复兴庄６６６．６７公顷高效设施果蔬基地建设，加

快三个育苗中心、四个检测基地和农产品物流中心

的建设进程。积极打造以红梅乳业为核心的６６６．６７

公顷循环经济示范区。有序推进省级３３３．３３公顷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国家３３３．３３公顷、５００亿公斤粮

食产能规划项目建设。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３９亿元，其中规模工业总产值３１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１．６亿元。新增装机容量８１８１万千伏安，同

·９１４·镇区概况



比增长９８％。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额４４８．３万

元，同比增长１８．４％。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７．４６亿元、全部工业税收４１３４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３．１８％、１４．２％。全年新增规模企业１家（路翔

混凝土），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２６家。完成规模工业

投入６．５６亿元，技改投入３．５３亿元，均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全年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５００万美

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２５％。实现到账外资２３０

万美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９．２％，外资工作综合

考核列全市第八。引进市外民资２．９亿元，占年度

目标任务的１１６％，其中制造业２．１８亿元。全镇

净增个体工商户２７８家、私营企业１５８家，分别占

年计划１５４．４％、２８７．７％。私营企业注册资本

６９６７３万元，完成年计划２６１．９％。能人返乡创业

４５个，完成年任务１０７．１％。新实施产学研项目５

个（龙源电站阀门２个、腾达锻压、红梅乳业、中能

机械制造）。申报专利１１７个，获专利授权５７个。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２６６８９．８万元，占年计划

２４５％。高新技术产业投入５．５亿元，占年计

划１４５％。

小城镇建设　年内，袁桥镇投入４２００万元，修

建骨干道路３条（通城东路、育贤大道、仙鹤西路），

均已建成通车。公安大楼全面建成，镇文体中心兴

建中。投资２３０万元的仙鹤路绿化提升工程、育贤

绿化工程全面完工，投资２４０万元完成镇区污水管

网和自来水管网建设，投资２６０万元加快实施天然

气管网建设。“十个一”星级考核获得９颗星。全

年房地产开发面积１０．７万平方米，竣工９．７万平

方米。华典豪庭、上海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一期工

程全面竣工，安置房４期工程开工建设。农民集中

居住开工建设５８６户，建成４６８户，入住３８０户，小

城镇建设综合考核全市排名第三。

社会事业　年内，黄蒲小学综合楼建成并投入

使用，黄埔幼儿园一期工程竣工。康慈医院建成并

投入使用。全镇新增数字电视４６０户。建成农村

通达工程３７．５公里、修建农村危桥５座。全镇成

片造林面积７７．６７公顷，占年任务１４５．６％，四旁

植树９万株，其中纪港村被列入省级生态林基地项

目。整治河道７条，清理土方４５．１万平方米。推

进村庄环境整治长效化，纪港村成功创建三星级康

居乡村，袁桥、花园桥、何庄社区通过二星级验收，

其他村全部通过一星级验收，成功通过南通市农村

环境长效管护达标镇考评。农村养老保险实现全

覆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现即征即保、应

保尽保。全年救助“低保”户８７６户、重残户６５８

人，慈善助医、助学１９４人，帮助１３８民特困群体解

决基本生活问题。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袁桥镇在全

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镇农业服务中

心、企业服务中心、中心初中、成教中心、巨业、森豪

仕、高泰电气等１５家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

位，何庄、浦东、袁桥、纪港被评为市文明村（社区）。

十里墩社区十一组村民苏宏裕被评为“江苏好人”

和如皋市第五届爱心大使，瑞友商场总经理黄瑞友

被评为如皋市慈善之星。继续推进“双联双助”（单

位支部联村、助推小康建设；党员干部联户、助推增

收致富）工程，协调捐赠各类物资折价７００．５万元，

为村修路４条计１６．７公里。

【袁桥镇“三理工作法”在全省推介】　年内，袁桥镇

深入推行“三理工作法”（及时梳理群众诉求，实时

代理群众事务，即时处理群众难题），把群众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灵倾听民声，用

真情排解民忧，着力打造村居“和谐党建”、企业“活

力党建”、机关“效能党建”，不断提升镇村党组织建

设的科学化水平。年内，国家信访维稳工作领导

组，省委组织部、南通市委组织部先后到袁桥镇调

研指导，“三理工作法”实践案例被省委组织部作为

范例向全省推介，中组部《共产党员手机报》、《党建

文汇》、江苏卫视、《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

媒体先后报道袁桥镇“三理工作法”。

【袁桥镇小城镇建设跃居全市第三】　年内，袁桥镇

发挥“大城郊、大沿河、大通道”区位优势，围绕“实

现三化深度融合，建设城郊西部新城，打造都市型

经济组合镇”总体定位，牢牢把握“经营城镇”建设

理念，全力打造功能完善、配套齐全、文化彰显的精

品特色宜居集镇。全年出让土地１３．７３公顷，房地

产开工面积１１万平方米，竣工８万平方米，实现房

地产税收１１００万元。小城镇建设综合考核排名跃

居全市第三。

【袁桥镇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袁桥镇加

快交通工程建设，投资６０００万元新建中山西路如

·０２４·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海运河大桥和通城东路，打通袁桥至如城快速通

道，全面对接主城区。加快配套工程建设，投资

２０００多万元建设镇区自来水、污水、天然气管网全

覆盖工程，全面提升镇区承载水平，成功创建南通

市新农村电气化镇。

（许映华）

２０１２年袁桥镇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９７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２６６４６．０ １２．３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３２７８．０ １７．７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５９７３．０ ２．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１０５１．０ －７．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８．１ ７．１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６８．０ １３．５

水产品产量 吨 ９４１．０ １６．７

种羊专业户 个 ３２３０．０ ６．１

工业企业 个 ５３６．０ １３．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９０．０ ２５．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１２６５２．０ １４．２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３７８９．０ ３３．８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２０．０ ４１．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５２９０．０ ２６．４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６５９０．０ ３０．８

三产实体 个 ２１４４．０ ５．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７８０９．０ ７３．９

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５００９．０ １１．９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４６８．０ ８．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６３４．０ ３．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５６０．０ １５．０

各类汽车 辆 ８０６．０ １０．６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２．０ 持平

科技人员 人 ６５２．０ ３．８

中小学院 个 ３．０ 持平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７２０．０ １．７

在职教师 人 ２３９．０ ２．１

医院 个 ３．０ 持平

卫生院 个 １４．０ 持平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０ 持平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０．０ ５．９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０ 持平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７３５７３．０ －０．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７４６１．０ －３．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０３５．０ １７．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８．０ １１．５

电话普及率 ％ ９８．０ ５．０

２０１２年袁桥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９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陆 姚 社 区 张 斌 张 斌 ３１ ４６５５ ２７８．４７ ８９１３１．６ １５２０７

何 庄 社 区 谢仁国 谢仁国 ２７ ４７７６ ２０４．１３ １３４５９２ １５５６３

十里墩社区 秦炎圣 秦炎圣 １７ ２５９５ １７８．０７ １５７２１．９ １５２００

纪 港 村 贾恩德 贾恩德 １７ ２６２６ １９３．０７ １８９１３．２ １５１３７

八 角 井 村 汤银霞 汤银霞 ２５ ３５１３ ２３０ ２２６２４．４ １４８４０

顾 巷 村 陈久龙 陈久龙 ２１ ２６２４ １８６ １７１５５．６ １４５６８

复 兴 庄 村 谢翠明 谢荣勤 ２６ ３４２５ ２７０．１３ ２１５３３．６ １４７６３

狮 垛 村 张永龙 张永龙 １６ ２６１９ ２４０．６７ １９７１７ １５２３５

朱 厦 村 张永龙 张永龙 ２１ ２６９６ １８７ １６１０７ １４５２１

民 实 存 朱正来 朱正来 ２７ ３２２３ ３１０．６７ ２２０６７ １４５０８

野 林 村 顾如荣 顾如荣 ２３ ３０６９ ２６０．８ １９１６６．２ １４５７２

花园桥社区 纪显龙 纪显龙 ２６ ３０９２ ２５３．７３ ２３５５２．２ １５３９２

浦 东 社 区 张本荣 张本荣 ３３ ３６４４ ２７１．６ ２８９０９．３ １５００６

袁 桥 社 区 刘培华 刘培华 ３１ ４０２４ ２６５．２７ ６１６２９．４ １５４８６

·１２４·镇区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