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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市体育局先后举办了 7届农民运动会，从第十届
运动会开始，增设了全民健身项目。今年承办了如皋市第
十一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于 1月 20日
在市奥体中心拉开序幕。本届运动会分机关部、职工部、
社体部、农民部、中小学生部和老年部 6个部别，共设 34
个竞赛项目。上半年已完成18场赛事，预计全年参加本
届运动会各项比赛的人数超过 18000人次。体育人以

“市十一运”为契机，使体育成为展示如皋市民积极向上、
昂扬奋发精神风貌的舞台。

>?@ABCDE5F63GH5FIJK

L=连续11年举行如皋市“庆元旦”千人健步行活动。成
功举办三届“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举办国民体质
测试“镇村行”公益活动，依托我市各大赛事活动开展国
民体质测试，年均完成国民体质测试人数 3200多人，
1—9月份共完成国民体质测试2088人。培训社会体育
指导员300多人。

M?N"OPQ7RSTUVWXYIZ[\

]^_`= 2018年成功保障中乙联赛南通支云主场
14场及足协杯 4场赛事，场均人数破万，在乙级联赛的
观众人数位列排行榜前列。利用赛前、赛中间隙，播放如
皋宣传片，大力宣传如皋旅游资源，扩大如皋影响力。尤
其在今年 4月 25日，南通支云逆转战胜足协杯卫冕冠
军上海绿地申花，来自上海、江苏各地近 1.4万球迷在市
奥体中心观看比赛。如皋，因为这场赛事为全国全民所知
晓。2014年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如皋半程协马拉松赛，
参赛人员突破5000多人。2017、2018年，市体育局与磨
头镇共同举办中国·如皋长寿之道健康马拉松赛，来自全
国各地近 30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连续六年承办了

“MLILY梦百合”杯围棋精英公开赛，连续 12年承办了
中国·如皋国际男篮争霸赛。同时承办全女子乒超联赛、
“三星杯”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江苏省“市长
杯”青少年（U11）足球精英联赛，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该局正积极打造“体育+旅游”新模式。

a?bAcdefghKL6GH5Fij

kl=一是重点加强国家级田径单项基地重点运动员的
培养和队伍建设；二是借助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训
练营锻炼人才。组织市少体校运动员参加江苏省第九届
运动会，女子 1500米、3000米在预选赛中获第一名，女
子标枪在预选赛中获第三名，男子竞走在决赛中获得第
六、第七名。三是强化校园足球培训。市体育局和市教育
局联合举办 2018如皋“校园足球‘满天星’冬令营”活动，全市 180名小
学3-6年级的足球小选手参加活动，市体育局通过苏宁足球俱乐部专
门聘请欧足联教练、国际米兰队青训教练员路基和马西姆进行全程指
导。

m?nopqrkYs@KL't"'Auv 如皋是全省第
一个实现村级体育工程全覆盖县（市），是全省第一个实现镇级文体中
心、体育健身广场全覆盖县（市），市体育局是唯一在全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体育工作成就的县级单位。一是提升改造了 2
个镇（区、街道）多功能运动场、12个村级健身路径提档升级、14个村级
篮球场提档升级，建成了一片 5人制笼式足球场；二是完成了 10公里
健身步道建设的勘察；三是在安定广场西南角新建了集休闲、健身于一
体的太阳能智能健身驿站。四是对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按序时进
度推进，配合文广新局对 58个有建设任务的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进
行现场指导规划。

w/5FxeyCz{|}v 一是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
步提升，奥体中心坚持免费、低收费开放。二是为丰富众多球迷和彩民的
购彩体验，世界杯期间，市体彩中心进一步加大体彩的宣传推广力度。如
皋市是全省苏北地区第一个体彩销售超亿元的县（市），获得江苏省体彩
销售“五连冠”贡献奖称号。上半年体彩中心完成18家站点的一体机安
装工作，重点做好世界杯期间的宣传及营销工作。截至 9月底，完成彩
票销售1.27亿元。三是积极申报体育产业专项资金。近年来先后有多家
单位成功申报了江苏省体育产业专项资金。今年，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
限公司积极申报了体育产业专项资金。

~?��IZ7P�����ghK�v市校外足球训练基
地（全国青少年训练基地）通过验收，现已交付使用。完成对室外足球场
的改造、足球场场地喷灌系统改造及调试，北侧天然草坪铺设完毕。训练
馆器材现已安装结束，投入使用。对接完成了冬、夏季国家田径、投掷训
练比赛的接待工作及全国少年儿童田径夏令营的营训任务。

!"#$%&' ()*+,-.

如皋市先后荣获 !全国体育先进县"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及 !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 等称号# 被

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国家青少年田径训练基地"$ 市体育局被省体育局命名为

!江苏省体育强市"# 苏中地区唯一被省体育局批准的 !体育基本现代化建设" 试点单位$

!"#$

年# 如皋市被评为

!首批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 市奥体中心连续两年被中国足协评为中乙联赛预赛阶段优秀赛区% 最佳人

气赛区$

!%&'

年
&%

月# 如皋市体育局再次获得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 �����gY

7�s���"'= 市体
育局党总支注重党员干部的
理论学习，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要求，结合体育局实际，制

定了各年度党建工作计划，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通过
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专题研讨等方式，深入学习
党的十八、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以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做到人员、时间、内容、检查
四落实。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提高了体育局
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保
障。

�?���$%&"'�5��Y�d

O.���X=市体育局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落实，局党组始终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各
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特别是与重点工作相结合，
做到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
是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责任分工。二是强化制度措
施，压实主体责任。三是抓好廉政学习，增强廉洁
意识，连年组织召开全局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和

“5.10”思廉日活动。四是落实谈心谈话制度，提高
思想认识。

M?cdKL()Y�ds�K���

"'= 一是做好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市体育
局于今年 4月完成了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及时调整了局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二是年初详细制
定了党建工作计划，提出具体措施，完善了工作制
度。三是深入开展“三亮一树”活动，通过公示栏、网
站公开党务工作，做到了党务公开透明化。四是认
真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局领导班子成员年上党
课4次以上，多次邀请相关专家为全体党员授课，
纯洁心灵净化思想。五是建立完善了党内激励关爱
帮扶机制。六是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常态化
开展“党员政治生日”活动。七是按照“走帮服”工作
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做好扶贫攻坚工作，切实加强
与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八是完善党员党费收缴制
度，积极开展党费收缴工作检查。

a?s���� "'YbA¡*� 

¢£N"¤¥= 一是“道德讲堂”活动多样化，结
合部门职能特点，不断丰富内容、创新方式，更加贴
近干部职工的生活、工作、思想和心灵，让“道德讲
堂”成为全局人员道德素质提升的重要阵地。二是

“江海志愿”平台常态化，目前体育局全体工作人员
已在江海志愿者服务平台上进行注册，年均发布

40余项志愿活动，均有相关活动记录。体育局还以常态化为导
向，以制度化为保障，在组织协调、项目发布等方面积极探索，促
进志愿者工作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三是充分发挥工青妇作用，
举办了如皋市体育局首届妇联趣味运动会、“六一”儿童节关爱贫
困学子、妇女儿童体质测试等活动，促进各项工作协调发展。

.?¦§�&¨©Y7�ª«¬©�&®=按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 推行“三集中三到位”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全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有关
要求，按时节完成了相关工作任务。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工作，保证行政审批工作透明健康运行。积极
推进不见面审批制度改革，完善限时办结制度，严格按照承诺时限办理各种行政审批事项。每年受
理网上申报事项全部办结。

�?«q�¯°±6²³´µ"¶ª·¸¹= 市体育局年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
员提案12件左右，所有的年度建议、提案均按照要求完成网上答复。仅2018年1—9月，市体育局
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6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件，政协委员提案 4件；主办 3件（3
件A类），协办3件（3件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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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陈晓东出席南通支云与宿迁青训合作仪式

近年来# 市体育局在市委% 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紧紧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对体育工作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全国群众体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和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

以 !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 为目

标# 以体育事业改革创新为主线# 以推进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 以全

民健身为统领# 切实抓好局党建和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 强化 !两个责任" 落实# 科

学谋划中心工作% 群众体育 % 竞技体育 %

体育产业等各项工作$

"$%&

年
'

月
"(

日第
)$

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开幕式

!

市体育局!

长江镇位居如皋市

最南端# 紧邻长江下游

入海口 # 规划总面积

!%(

平方公里# 下辖
!'

个社区%

)

个行政村%

(

个场圃和
#

个江滩经营

办事处 # 总人口
!%

万

人 $

!%#*

年 # 在市委 %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

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

境% 持续的经济下行压

力和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 全镇上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

紧围绕建设 !强富美高"

新长江目标# 以金港镇

&张家港保税区 ' 为目

标# 团结一心# 真抓实

干# 瞄准 !挺进全国千

强镇前
*"

强" !百万标

箱# 亿吨大港" 目标奋

力迈进# 开创了思想再

解放% 追赶再超越的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 )*+,-./0123

长江镇!

&4( )*0567/89:;

!"#$%&' ()*+,-&

长江镇党委书记 顾留忠

<=>?@

如皋长江大桥

海峡两岸交流合作基地外景

中铁山桥

ABCD( EFGHIAJKL 港区地
处长江入海口北岸，东部沿海大通道和长江
黄金水道的 T型交汇区，处于长江经济带建
设、上海自贸区建设、扬子江城市群等重大
战略多重覆盖区。境内拥有宁通、沿海 2条
高速，1条国道，1条沿江一级公路，1小时
经济圈中覆盖 6个国际机场。正在规划建设
的沿江公路快速化和长泰路西延连接线工程
将使港区到南通城区的行程缩短进 10分钟
内。沪通铁路通车后，自港区出发 30分钟可
达上海。规划中经由南通西站直达如皋港的
地铁四号线将于 2019年开工建设，届时港区
将全面融入南通“一主”格局。今年，张皋
过江通道已完成环评公示，港区跨江融合的
交通枢纽网即将全面形成。

0M01N O1PQR"STU 现代物
流通达天下。如皋港是长三角长江北翼唯一
的国家级对外开放口岸，拥有长江沿线最大
的万吨级码头集群，与全球 2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直接通航。以华东煤炭、长三角石化、
大宝赢三大平台为引领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

“物流天下”的格局全面展现。临港产业蓬勃
发展。船舶海工产业稳健复苏，港区船舶园
区落户有森松重工、海通海洋等 50多家大型
船舶海工制造和配套企业，船舶修造和压力
容器制造全国领先。高端石材产业初具规模，
以总投资 125亿元的东升石材产业城为主体
的高端石材产业加快建设，高端石材生产加
工、交易中心和综合商住配套服务三大板块
持续完善。通讯电气环保产业提速发展，以
华灿电讯、中伟业通讯等为龙头的高科技通
讯器材及电子信息研发生产基地不断壮大，
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生态旅游方兴
未艾。港区已拥有国家 AAA级景区、江苏省
四星级乡村旅游示范区金岛生态园和长江药
用植物园两家景区，目前正积极推动金岛生
态园、长江药用植物园创建省五星级乡村旅
游区，推动水木春秋民宿及南通长江五洲森

林公园项目打造。随着开沙岛、长青沙的一
体化统筹科学发展，全域生态旅游必将成为
港区又一张闪亮名片。

VWXY( Z[\]^_G`U 城区建
设高速推进。港城建设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实施，累计已投入 40多亿元打造功能完善、
人气旺盛、环境优美、宜业宜居的现代化临
港新城。如今，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已
全面形成，大型商场、星级酒店、休闲娱乐
等生活配套齐备，如皋海关、如皋边检站、
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如皋海事局等四大
联检部门先后入驻，企业通关便捷；要素供
给保障有力。如皋港拥有充沛的要素资源，
可满足各类项目的建设需要。根据国际机构
德勤事务所权威分析，如皋港的综合商务成
本仅为周边沿海沿江地区的 25%-35%。巨大
的战略空间差，成为如皋港加速发展与客商
投资如皋的机缘优势。项目服务贴心高效。
如皋港一向注重营造亲商安商的政务环境，
坚持“围墙里的事，企业决策，政府不干预；
围墙外的事，政府服务，企业不操心”。拥有
一系列鼓励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从直接融
资、两化融合、技术改造、科技创新等 11个
方面设立专项奖励，单项奖励最高额度达
1000万元，全方位支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港区是江苏省首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区，
承接市政府下放 1000多项权力。管理扁平高
效、运行顺畅灵活的新型政府架构已建成。
在市场准入领域，证照 3个工作日内办结。
在投资建设领域，工业项目从立项到开工许
可40个工作日审批完毕。

a5bcdef#ghi./Mjk5

1lmnoU 围绕通讯电子、船舶海工、高
端石材、化工新材料四大支柱产业，紧盯

“大物流、大智造、大健康”重点产业培优扶
强，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招引优质龙头
项目落地生根。力争 2020年形成千亿级、五
百亿级、百亿级产能园区。

a5dBpqr#ghi./stuv

wxnoU 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发展一批大
型跨境保税电子商务企业，充分释放国家一
类开放口岸平台优势，坚持“走出去”和

“引进来”相结合，大力开拓国内外航线，不
断拓展港口业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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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力争 2020年城镇健康发展制度体
系全面形成，新型城镇化改革发展水平走在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城市人口达到 20万，城
镇化率达到 80%，打造江苏沿江地区最具吸
引力的滨江生态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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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noL 在南通的统一规划下引入国内
旅游行业龙头企业统筹打造长青沙旅游度假
区，以景区建设为核心，努力做大旅游业规
模，做亮旅游特色品牌，致力将长青沙旅游
度假区打造为集休闲度假、康体健身、生态
观光、科普教育、文化论坛、长寿探秘等为
主的国家级休闲度假养生旅游胜地，成为沿
江沿海核心旅游区和对内连接江南江北，对
外连接世界各地的重要旅游集散节点。

1-9月份，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1
亿元；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279.68亿元，
同比增幅 26.52%；完成服务业应税销售 517
亿元，同比增幅 16.00%；完成全部工业实缴
税金 7.73亿元，同比增长 36.69%；完成增值
税5.45亿元，同比增长 20.10%。实现工业用
电量 7.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28%，净增
规模企业 5家，完成新增新开业限上企业 6
家。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13个，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 3个，完成竣工项目 16个，
转化项目 8个，重大项目建设持续领跑南通
市省级开发园区。三季度成功申报亿元以上
项目 4个，其中 10亿元项目 1个，申报新竣
工项目 10个。经济发展呈现出蓬勃向上、逆
势而上的良好势头，区域经济带动效应持续
增强。

O1R"�RM-.L 经过多年的培育
和发展，以船舶海工、化工新材料、通讯电
器、高端石材、现代物流为主的集聚产能不
断释放，逐渐形成了以森松、海通、中铁山
桥等企业为代表的船舶海工及重型装备产业
园，以百川化工、德源高科、宝众宝达为代
表的绿色新材料产业园，以华灿电讯、中伟
业通讯为代表的通讯电器电子产业园，以金
东升、新华辉为龙头的石材产业园，现代物
流园区集聚港务集团、如皋港集团等 250多
家大型物流、贸易、船货代企业。1-9月份，
完成港口吞吐量 3612万吨，同比增长 18%；
集装箱吞吐量 16.9万标箱，同比增长 100%。
保税业务进一步拓展，上半年进出口货源超
过3000标箱，监管进出境货值超2亿美元。

<=��"�M��L 25平方公里范围

内 “ 八 横
八纵”城市开发框架
全面形成，累计建成房地产面
积 300多万平方米,安置房面积 500多
万平方米，城市效益凸显，新城人口达 13.8
万人，城市化水平达 69%。市政设施同步建
设到位，污水处理厂、华电热电联产、固废
处理中心、鹏鹞水务等配套功能齐备，雨污
管网、燃气管网、区域供水管网等全面建成。
汽车站、实验学校、新华书城、电影院、大
型商场、文体中心、如皋港人民医院等功能
配套设施相继建成投用。

�e���8� ��M��L 1-9月份，
完成各级交办共计 48个环境信访问题的限时
整改、限期交账。申请市级销号问题 45个，申
请销号率占比 94%；“回头看”问题初验通过率
占比 77%，申请销号率与初验达标率在全市均
位居前列。债务风险得到稳妥化解，结合偿还
与转化方式，采用少量财力和盘活存量资产进
行偿还，稳步压降政府债务风险。“志智”双扶
助推精准脱贫，全镇新增创业 763人，带动就
业 1689人。“晚霞行动”计划稳步实施，累计
1.12万名超龄人员在家政服务、餐饮服务、园
林绿化、现代农业、建筑行业等领域从业。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
长江镇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大力弘扬治沙精神，瞄准“城市
副中心”定位，最大限度发挥好如皋港转型
发展和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主阵地”作用，
大力实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
动”战略，统筹抓好深度开发与生态保护，
坚持功能、生态、产业、建设并举，在精准
发力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走在全市
高质量发展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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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煤炭矿业交易服务中心

如皋港信息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