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县级友城统计表

中方名称 外方名称 结好时间

洲 国家 城市

南京市 亚洲 日本 名古屋市 1978-12-21

南京市 北美洲 美国 圣路易斯市 1979-11-02

南京市 欧洲 意大利 佛罗伦萨市 1980-02-22

南京市 欧洲 荷兰 埃因侯温市 1985-10-09

南京市 欧洲 德国 莱比锡市 1988-05-21

南京市 北美洲 墨西哥 墨西卡利市 1991-10-14

南京市 欧洲 塞浦路斯 利马索尔市 1992-09-23

南京市 亚洲 韩国 大田广域市 1994-11-14

南京市 北美洲 加拿大 伦敦市 1997-05-07

南京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珀斯市 1998-05-18

南京市 非洲 南非 布隆方丹市 2000-03-22

南京市 南美洲 哥伦比亚 巴兰基亚市 2001-06-03

南京市 非洲 纳米比亚 温得和克市 2015-12-09

南京市 亚洲 马来西亚 马六甲市 2008-10-30

南京市 亚洲 文莱 斯里巴加湾市 2011-11-11

无锡市 亚洲 日本 明石市 1981-08-29

无锡市 北美洲 美国 查塔努加市 1982-10-12

无锡市 亚洲 日本 相模原市 1985-10-06

无锡市 大洋洲 新西兰 哈密尔顿市 1986-07-05

无锡市 欧洲 葡萄牙 卡斯凯什市 1993-09-14

无锡市 欧洲 德国 勒沃库森市 2006-04-27

无锡市 欧洲 法国 尼姆市 2007-10-30

无锡市 亚洲 韩国 金海市 2007-03-08

无锡市 亚洲 菲律宾 公主港市 2007-10-30

无锡市 欧洲 比利时 科特赖克市 2007-10-30

无锡市 欧洲 意大利 维琴察市 2006-10-16

无锡市 欧洲 瑞典 南泰利耶市 2007-10-08

无锡市 亚洲 柬埔寨 西哈努克市 2009-07-29

无锡市 欧洲 丹麦 拜瑟克伦城市联

合体

2009-05-08



无锡市 欧洲 英国 切姆斯福德市 2009-11-26

无锡市 欧洲 荷兰 斯海尔托亨博斯

市

2010-02-10

无锡市 南美洲 巴西 索罗卡巴市 2010-12-18

无锡市 非洲 摩洛哥 非斯市 2011-11-22

无锡市 欧洲 芬兰 拉赫蒂市 2012-02-17

无锡市 北美洲 美国 圣安东尼奥市 2012-02-16

无锡市 北美洲 加拿大 弗雷德里克顿市 2012-03-28

无锡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弗兰克斯顿市 2012-11-08

无锡市 亚洲 韩国 蔚山广域市 2014-09-27

无锡市 欧洲 希腊 帕特雷市 2015-03-10

无锡市 欧洲 波兰 绿山市 2015-06-23

无锡市 北美洲 墨西哥 普埃布拉市 2015-09-13

无锡市锡山区 欧洲 英国 奥尔德姆市 1999-09-07

无锡市锡山区 北美洲 美国 西橙市 2011-09-01

无锡市锡山区 亚洲 韩国 光州广域市北区 2013-02-26

无锡市惠山区 欧洲 德国 拉丁根市 2007-05-14

无锡市惠山区 北美洲 美国 戴维斯市 2008-10-30

无锡市惠山区 北美洲 墨西哥 萨卡特卡斯市 2014-11-03

无锡市滨湖区 亚洲 日本 松阪市 2009-03-01

无锡市滨湖区 欧洲 西班牙 卡斯特德菲尔斯

市

2010-11-11

无锡市滨湖区 北美洲 美国 诺威奇市 2011-06-28

无锡市新区 亚洲 日本 丰川市 2009-04-15

宜兴市 欧洲 斯洛文尼亚 新梅斯托市 1995-11-09

宜兴市 亚洲 韩国 闻庆市 2010-03-30

宜兴市 北美洲 美国 海威市 2015-10-19

江阴市 南美洲 巴西 贝洛奥里藏特市 1996-11-22

江阴市 亚洲 日本 藤冈市 2000-04-28

江阴市 欧洲 意大利 托尔托纳市 2008-03-20

江阴市 亚洲 韩国 群山市 2009-04-02

江阴市 北美洲 美国 阿拉米达市 2009-10-09

江阴市 欧洲 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市 2011-04-02

江阴市 大洋洲 法国 法阿市 2013-07-16

徐州市 欧洲 法国 圣艾蒂安市 1984-03-27



徐州市 北美洲 美国 纽瓦克市 1993-04-21

徐州市 亚洲 日本 半田市 1993-05-27

徐州市 欧洲 奥地利 莱奥本市 1994-08-29

徐州市 欧洲 德国 波鸿市 1994-09-16

徐州市 欧洲 乌克兰 基洛沃格勒州 1996-08-31

徐州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大丹德农市 1996-09-12

徐州市 欧洲 俄罗斯 梁赞市 1998-05-13

徐州市 南美洲 巴西 奥萨斯库市 1999-05-11

徐州市 亚洲 韩国 井邑市 2000-09-27

徐州市 欧洲 德国 埃尔福特市 2005-11-26

徐州市 大洋洲 新西兰 霍克斯湾地区 2006-10-21

徐州市 南美洲 巴西 包索市 2012-12-05

徐州市 北美洲 美国 摩根敦市 2016-03-23

新沂市 北美洲 美国 特拉伯尔市 1996-05-09

新沂市 欧洲 乌克兰 亚历山德里亚市 1998-12-22

常州市 欧洲 意大利 普拉托市 1986-06-06

常州市 亚洲 日本 高槻市 1987-03-18

常州市 亚洲 日本 所泽市 1992-04-20

常州市 欧洲 荷兰 蒂尔堡市 1997-04-08

常州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赫斯特维尔市 1998-05-06

常州市 非洲 毛里求斯 博巴森市 1998-10-09

常州市 亚洲 韩国 南杨州市 1999-09-21

常州市 北美洲 美国 罗克福德市 1999-10-25

常州市 南美洲 巴西 南卡希亚斯市 2003-09-28

常州市 欧洲 芬兰 萨塔昆塔地区 2008-10-30

常州市 亚洲 土耳其 埃斯基谢希尔市 2009-09-27

常州市 非洲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市 2009-09-27

常州市 北美洲 美国 布法罗市 2011-04-27

常州市 欧洲 波兰 耶莱尼亚古拉市 2011-04-27

常州市 亚洲 韩国 春川市 2011-04-27

常州市 欧洲 比利时 罗莫尔市 2012-03-28

常州市 北美洲 墨西哥 塔帕丘拉市 2013-11-28

常州市 欧洲 俄罗斯 斯塔夫罗波尔市 2014-07-23

常州市 欧洲 丹麦 兰讷斯市 2014-10-06



常州市 欧洲 德国 埃森市 2015-04-21

常州市 南美洲 巴西 库里蒂巴市 2015-06-27

常州市 欧洲 德国 明登市 2016-05-26

常州市 南美洲 智利 拉塞雷纳市 2016-06-01

常州市武进区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阿什菲尔德市 1998-11-26

常州市武进区 欧洲 德国 安斯贝尔格市 2013-06-14

常州市天宁区 北美洲 美国 康维市 2013-06-11

常州市钟楼区 北美洲 美国 都灵顿市 2011-09-27

常州市钟楼区 欧洲 德国 魏恩海姆市 2014-05-26

常州市新北区 欧洲 俄罗斯 斯塔夫罗波尔市

工业区

2014-07-23

常州市新北区 欧洲 德国 罗特市 2014-04-28

常州市新北区 欧洲 德国 赫尔福德市 2015-04-22

溧阳市 亚洲 日本 白山市 1996-10-23

溧阳市 北美洲 美国 联合市 2010-08-24

溧阳市 欧洲 荷兰 莱瓦顿市 2011-10-26

溧阳市 北美洲 美国 福基郡 2013-08-08

溧阳市 北美洲 加拿大 查塔姆—肯特市 2014-10-29

溧阳市 欧洲 德国 富尔达地区 2016-04-28

金坛市 欧洲 荷兰 克伊克市 2012-04-16

苏州市 欧洲 意大利 威尼斯市 1980-03-24

苏州市 北美洲 加拿大 维多利亚市 1980-10-20

苏州市 亚洲 日本 池田市 1981-06-06

苏州市 亚洲 日本 金泽市 1981-06-13

苏州市 北美洲 美国 波特兰市 1988-06-07

苏州市 欧洲 罗马尼亚 图尔恰县 1995-09-20

苏州市 亚洲 韩国 全州市 1996-03-21

苏州市 欧洲 拉脱维亚 里加市 1997-09-22

苏州市 非洲 埃及 伊斯梅利亚市 1998-03-03

苏州市 欧洲 法国 格勒诺布市 1998-09-20

苏州市 欧洲 荷兰 奈梅亨市 1999-09-23

苏州市 欧洲 丹麦 埃斯比约市 2002-08-20

苏州市 南美洲 巴西 阿雷格里港市 2004-06-22

苏州市 非洲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市 2005-11-29

苏州市 欧洲 德国 康斯坦茨市 2007-10-18



苏州市 大洋洲 新西兰 陶波市 2008-02-07

苏州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洛根市 2009-11-09

苏州市 欧洲 瑞典 克鲁努贝里地区 2012-08-22

苏州市 欧洲 波兰 新松奇市 2016-06-14

苏州市 非洲 刚果（布） 黑角市 2016-07-05

苏州市 亚洲 马尔代夫 马累市 2016-07-15

苏州市姑苏区 欧洲 马耳他 桑塔露西亚市 2001-11-09

苏州市相城区 亚洲 韩国 荣州市 1998-04-23

苏州市相城区 欧洲 瑞典 维克舍市 2014-10-16

苏州市吴中区 欧洲 德国 里萨市 1999-08-16

苏州市吴中区 大洋洲 新西兰 罗托鲁瓦市 2000-02-18

苏州市吴中区 北美洲 美国 南湖市 2014-12-05

吴江市 欧洲 法国 布尔昆·雅里昂市 1993-10-07

吴江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达博市 1995-06-07

吴江市 亚洲 日本 千叶市 1996-10-10

吴江市 亚洲 韩国 华城市 2000-9-27

吴江市 亚洲 日本 内滩町 2006-10-8

吴江市 非洲 南非 莫哈林市 2006-11-14

吴江市 北美洲 美国 马伯洛市 2011-12-09

太仓市 欧洲 意大利 罗索里纳市 2000-02-23

太仓市 欧洲 英国 威勒尔市 2013-12-18

昆山市 北美洲 美国 南艾尔蒙地市 1993-06-07

昆山市 非洲 纳米比亚 赫鲁特方丹市 2003-07-21

昆山市 亚洲 日本 馆林市 2006-05-16

昆山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彭里斯市 2013-10-31

昆山市 欧洲 芬兰 许温凯市 2016-05-20

常熟市 亚洲 日本 绫部市 1989-05-12

常熟市 亚洲 日本 川内市 1991-07-26

常熟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汤斯维尔市 1995-04-30

常熟市 北美洲 美国 惠蒂尔市 1995-05-12

常熟市 欧洲 法国 布雷斯特市 1996-07-16

常熟市 北美洲 加拿大 本拿比市 2009-07-20

常熟市 非洲 摩洛哥 索维拉市 2013-05-20

张家港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格勒奈尔格郡 1995-08-08



张家港市 亚洲 日本 丸龟市 1999-05-28

张家港市 欧洲 俄罗斯 维亚基马市 2004-10-11

张家港市 北美洲 美国 丽浪多市 2007-05-21

南通市 欧洲 英国 斯旺西市 1987-04-10

南通市 亚洲 日本 丰桥市 1987-05-26

南通市 亚洲 日本 和泉市 1993-04-24

南通市 北美洲 美国 泽西市 1996-04-29

南通市 欧洲 德国 特罗斯多夫市 1997-04-08

南通市 亚洲 韩国 金堤市 1997-10-22

南通市 欧洲 意大利 奇维塔韦基亚市 1999-12-01

南通市 北美洲 加拿大 里穆斯基市 2003-09-08

南通市 非洲 纳米比亚 贺劳纳非迪市 2007-05-02

南通市 非洲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市 2008-10-30

南通市 欧洲 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区 2009-06-14

南通市 欧洲 俄罗斯 圣彼得堡市莫斯

科区

2010-09-16

南通市 非洲 毛里求斯 瓦瓜-菲尼克斯市 2010-07-31

南通市 南美洲 巴西 圣若泽黑河市 2013-05-08

南通市 欧洲 丹麦 瓦埃拉市 2014-12-17

南通市 亚洲 韩国 昌原市 2015-12-09

南通市通州区 亚洲 日本 羽咋市 2001-05-22

海门市 欧洲 德国 施瓦岑贝克市 2009-09-23

海门市 非洲 纳米比亚 奥卡豪市 2011-03-11

如皋市 北美洲 美国 塔拉哈西市 2012-05-30

启东市 亚洲 韩国 巨济市 2010-03-25

海安县 北美洲 美国 奥克兰郡 2014-03-28

连云港市 亚洲 日本 堺市 1983-12-03

连云港市 亚洲 韩国 木浦市 1993-07-01

连云港市 大洋洲 新西兰 内皮尔市 1994-06-03

连云港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吉朗市 1994-07-21

连云港市 欧洲 俄罗斯 伏尔加斯基市 1997-12-18

连云港市 亚洲 日本 佐贺市 1998-11-27

连云港市 欧洲 西班牙 萨瓦德尔市 2009-09-28

连云港市 亚洲 吉尔吉斯斯

坦

比什凯克市 2015-10-21



淮安市 南美洲 厄瓜多尔 昆卡市 1993-4-20

淮安市 欧洲 白俄罗斯 戈梅利市 1997-6-19

淮安市 亚洲 韩国 完州郡 1999-04-22

淮安市 欧洲 意大利 卢卡省 2000-09-27

淮安市 欧洲 俄罗斯 圣彼得堡市科尔

宾诺区

2003-09-08

淮安市 欧洲 德国 萨斯尼茨市 2007-06-09

淮安市 欧洲 波兰 普沃茨克市 2010-07-08

淮安市 欧洲 俄罗斯 马格尼托哥尔斯

克市

2012-10-24

淮安市 亚洲 日本 柏崎市 1995-10-29

淮安市 北美洲 加拿大 奥克维尔 2015-12-15

淮安市楚州区 亚洲 日本 吉备中央町 1999-11-26

盱眙县 北美洲 加拿大 圣托马斯市 2012-06-12

盐城市 欧洲 意大利 基耶蒂市 1992-10-01

盐城市 亚洲 韩国 南原市 1996-06-13

盐城市 欧洲 罗马尼亚 德瓦市 1998-11-12

盐城市 亚洲 日本 鹿岛市 2002-11-08

盐城市 北美洲 美国 圣迭戈郡 2003-10-20

盐城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博沃德市 2005-05-13

盐城市 欧洲 俄罗斯 圣彼得堡市彼得

格勒区

2006-04-13

盐城市盐都区 欧洲 德国 茨威考市 2013-08-24

大丰市 欧洲 意大利 阿斯科利皮切诺 2001-09-27

大丰市 亚洲 韩国 九里市 2003-02-20

扬州市 亚洲 日本 唐津市 1982-02-22

扬州市 亚洲 日本 厚木市 1984-10-23

扬州市 北美洲 美国 肯特市 1994-04-08

扬州市 北美洲 美国 西港市 1995-06-05

扬州市 欧洲 德国 奥芬巴赫市 1997-05-06

扬州市 亚洲 缅甸 仰光市 1997-07-08

扬州市 欧洲 意大利 里米尼市 1999-03-16

扬州市 亚洲 韩国 龙仁市 2000-05-10

扬州市 欧洲 比利时 布瑞市 2006-06-01

扬州市 欧洲 俄罗斯 巴拉什赫市 2008-10-30

扬州市 亚洲 韩国 庆州市 2008-11-24



扬州市 欧洲 荷兰 布雷达市 2009-04-19

扬州市 欧洲 克罗地亚 科尔丘拉市 2010-04-16

扬州市 亚洲 日本 奈良市 2010-05-23

扬州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巴拉瑞特市 2015-09-30

扬州市 欧洲 英国 科切斯特市 2015-09-29

扬州市 亚洲 土耳其 孔亚市 2015-12-23

扬州市江都区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古尔本市 2000-11-21

扬州市江都区 北美洲 美国 斯坦福市 2003-09-28

高邮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南格兰扁郡 1999-09-25

宝应县 北美洲 美国 阿特波罗市 2007-05-18

镇江市 亚洲 日本 津市 1984-06-11

镇江市 北美洲 美国 坦佩市 1989-03-06

镇江市 亚洲 土耳其 伊兹米特市 1996-11-14

镇江市 南美洲 巴西 隆德里纳市 1997-06-04

镇江市 亚洲 日本 仓敷市 1997-11-18

镇江市 亚洲 韩国 益山市 1998-10-19

镇江市 欧洲 德国 曼海姆市 2004-03-01

镇江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费尔菲尔德市 2007-10-19

镇江市 欧洲 匈牙利 科斯克罗市 2011-08-12

镇江市 亚洲 韩国 釜山广域市江西

区

2011-10-18

镇江市 欧洲 俄罗斯 斯塔夫罗波尔市 2012-12-20

丹阳市 亚洲 日本 柴田町 1994-02-23

泰州市 北美洲 美国 纽波特纽斯市 1998-11-04

泰州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拉特罗布市 2000-03-07

泰州市 亚洲 韩国 阴城郡 2000-09-27

泰州市 欧洲 芬兰 科特卡市 2001-09-19

泰州市 北美洲 加拿大 巴里市 2006-06-08

泰州市 欧洲 比利时 惠市 2007-08-03

泰州市 大洋洲 新西兰 哈特市 2008-10-30

泰州市 欧洲 意大利 帕维亚省 2015-12-16

泰兴市 北美洲 美国 阿卡迪亚市 1997-11-04

泰兴市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布罗肯希尔市 1998-08-14

靖江市 欧洲 德国 安斯巴赫市 2007-07-26

宿迁市 欧洲 意大利 比林蒂西市 2001-10-25



宿迁市 亚洲 日本 南萨摩市 2002-08-20

宿迁市 亚洲 韩国 青松郡 2005-11-26

宿迁市 大洋洲 新西兰 因弗卡吉尔市 2013-11-14

宿迁市 欧洲 德国 诺伊维德市 2015-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