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年鉴 渊2017冤

地情概要

揖位置面积铱 无锡市袁别名梁溪袁简
称锡袁位于北纬 31毅07忆耀32毅02忆袁东经
119毅33忆耀120毅38忆袁 长江三角洲江湖
间走廊部分袁江苏省的东南部遥 东邻
苏州袁距上海 128 公里曰南濒太湖袁
与浙江省交界曰 西接常州袁 距南京
183 公里曰北临长江袁与泰州市所辖
的靖江市隔江相望遥 无锡市为江苏
省省辖市袁全市总面积为 4627.47 平
方公里渊市区面积为 1643.88 平方公
里袁其中建成区面积为 231.3 平方公
里冤袁其中山区和丘陵面积为 782 平
方公里袁占总面积的 16.90%曰水面面
积为 1342 平方公里袁 占总面积的
29.0%遥

渊易 文冤
揖地形地貌铱 无锡市境内以平原为
主袁星散分布着低山尧残丘遥 南部为
水网平原曰北部为高沙平原曰中部为
低地辟成的水网圩田曰 西南部地势
较高袁为宜兴的低山和丘陵地区遥 无
锡市地貌雏形袁 形成于中生代印支
期渊距今约 1.8 亿年冤的华夏系构造袁
它使无锡地区褶皱成陆遥 而燕山运
动渊距今约 1.5 亿耀7000 万年冤因强
烈的火山活动和新块褶皱构造的形
成袁 使原来比较稳定的基底又生新
复活升高遥 距今约 2500 万年的喜马
拉雅运动袁以差异性升降运动为主袁
在老构造的基础上袁 又加强了东西

间褶皱和断裂袁使江阴尧宜兴一线以
东形成了以现代太湖为中心的坳陷
盆地袁即太湖盆地遥 宜兴地区山体均
作东西向延伸袁 绝对高度 500 米以
上袁最高峰为黄塔顶袁海拔 611.5 米遥
江阴和无锡市区的山丘总体上呈北
东尧北东东走向袁其高度由西南往东
北逐级下降遥 最高峰为惠山三茅峰袁
海拔 328.98 米遥

渊易 文冤
揖气候铱 2016 年无锡市气候特点院

全年院全市气温偏高袁降水异常
偏多袁日照正常遥 冬季出现罕见低温
冰冻袁春尧夏尧秋季降水异常偏多袁夏
季高温集中在 7 月中旬到 8 月上旬
且强度强遥 主要气象灾害有寒潮尧雨
雪冰冻尧暴雨尧连阴雨尧高温尧台风尧
雾霾等遥 气象条件对全市主要农作
物尧水资源尧旅游尧人体健康和交通
等为较差的气候年景遥

年平 均气 温 16.7益 渊宜 兴 冤 耀
17.4益渊无锡袁此处指无锡市区袁以下
同冤袁 年极端最高气温 39.7益渊无锡尧
江阴冤耀40.0益渊宜兴冤袁年极端最低气
温分别为-8.6益渊无锡冤耀-8.9益渊江
阴冤遥 年高温日数 渊日最高气温逸
35益冤21 天渊江阴冤耀35 天渊宜兴冤袁年
低温日数 渊日最低气温约0益冤27 天
渊无锡冤耀41 天渊宜兴冤遥

年降水量 1890.4 毫米 渊无锡冤耀
2281.8 毫米渊宜兴冤袁无锡尧江阴和宜
兴的年降水量均创历史新多的纪
录遥年雨日 140 天渊江阴冤耀152 天渊宜
兴冤袁 江阴雨日数为历史第三多曰无

锡尧 江阴和宜兴的一日最大降水量
分别为 96.2 毫米渊9 月 16 日冤尧153.7
毫米渊6 月 22 日冤和 178.3 毫米渊7 月
2 日袁历史第二冤袁年暴雨日数渊日降
水量逸50 毫米冤 分别为 9 天尧13 天
和 9 天遥

年日照时数 1586.8 小时 渊宜
兴冤耀1883.8 小时渊江阴冤袁其中袁10 月
全市日照时数显著偏少袁 分别为
53.0 小时尧61.4 小时和 29.1 小时袁均
创历史新低遥

冬季 渊2015 年 12 月耀2016 年 2
月冤院降水尧气温和日照正常遥 平均气
温 5.0益渊宜兴冤耀5.8益渊无锡冤袁2015
年 11 月 25 日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冬
季遥 受强冷空气影响袁1 月 24耀26
日连续 3 天最低气温在-5益以下袁
出现严重冰冻遥 降水量 139.1 毫米
渊无锡冤耀188.9 毫米渊宜兴冤曰雨日 28
天渊江阴冤耀30 天渊宜兴冤遥 日照时
数 362.6 小时 渊宜兴冤耀424.0 小时
渊江阴冤遥

春季渊3耀5 月冤院气温略偏高袁降
水明显偏多袁 日照正常遥 平均气温
15.9益渊宜兴冤耀16.4益渊无锡冤遥 3 月 16
日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季袁 比常年
早 12 天遥降水量 351.9 毫米渊江阴冤耀
456.3 毫米渊宜兴冤袁较常年偏多 4 成
渊江阴冤耀7 成渊无锡冤袁特别是 4 月袁无
锡和宜兴的雨量分别为 220.3 毫米
和 201.4 毫米袁 无锡创历史同期新
多袁宜兴为历史第二多遥 雨日 33 天
渊江阴冤耀40 天 渊宜兴冤遥 日照时数
408.1 小时 渊无锡冤耀486.0 小时 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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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水文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有水位站
13 处渊其中潮水位站 1 处冤袁雨量站
21 处袁 流量站 11 处袁 测流断面 13
个袁蒸发站 1 处袁浅层地下水位站 13
处袁地表水温站 1 处袁地下水温站 1
处遥

全年无锡市降水总量超历史纪
录袁全市年平均降雨量 2073.7 毫米袁
是常年的 1.7 倍遥 汛期渊5耀9 月冤降雨
量 1309.9 毫米袁 占年降雨总量的
63.2%袁是常年的 2.0 倍遥全年日降雨
量逸0.1 毫米的雨日 152 天袁比常年
多 27 天遥 水面年蒸发量 757.6 毫米袁
最大日水面蒸发量 7.2 毫米渊7 月 31
日冤遥

2016 年袁 无锡市梅雨期呈现入
梅迟尧出梅晚尧梅雨期长尧梅雨量多
的特点遥 6 月 19 日入梅袁较常年晚 4
天曰7 月 20 日出梅袁 较常年晚 9 天曰
梅雨期 32 天袁较常年多 6 天遥 全市
平均梅雨量 557.7 毫米袁 是常年的
2.3 倍袁是上年的 1.9 倍遥降雨集中在
梅雨期前段袁后期晴雨相间遥 江阴尧
宜兴和无锡市区的梅雨量分别为
577.3 毫米 尧634.4 毫米和 499.8 毫
米遥

2016 年汛期袁 无锡市经受了超
历史纪录降雨尧 超历史水位的洪涝
灾害袁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6 月 21耀22
日尧6 月 27耀28 日和 7 月 1耀3 日遥

河道水情院1耀4 月袁 受降雨及调

阴冤遥
夏季渊6耀8 月冤院气温略偏高袁降

水显著偏多袁 日照正常遥 平均气温
27.6益渊宜兴冤耀28.1益渊无锡冤袁高温日
数 21 天渊江阴冤耀33 天渊宜兴冤袁极端
最高气温 39.7益渊无锡 尧 江阴 冤 耀
40.0益渊宜兴冤遥 6 月 5 日进入气象意
义上的夏季袁比常年早 3 天遥 降水量
615.3 毫米 渊无锡冤耀880.4 毫米 渊江

阴冤袁比常年多 2 成渊无锡冤耀7 成渊江
阴冤袁其中 6 月雨量异常偏多袁无锡尧
江阴和宜兴的月雨量分别为 353.6
毫米尧412.2 毫米和 431.2 毫米袁为历
史同期第四尧第二和第三多遥 雨日 37
天 渊宜兴冤耀40 天 渊无锡冤遥 日照时数
486.6小时渊无锡冤耀594.1小时渊江阴冤遥

秋季渊9耀11 月冤院气温正常袁降水
异常偏多袁日照时数偏少遥 平均气温

18.0益渊宜兴冤耀18.8益渊无锡冤袁10 月 7
日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袁 比常年
晚 16 天遥降水量 690.8 毫米渊无锡冤耀
826.3 毫米 渊江阴冤袁 为常年同期的
3.2 倍渊宜兴冤耀4.2 倍渊江阴冤,均创历
史同期新多遥 雨日 41 天 渊无锡尧江
阴冤耀47 天 渊宜兴冤遥 日照时数 243.1
小时渊宜兴冤耀342.1 小时渊江阴冤遥

渊钱昊钟冤

表 1 2016年无锡市气象要素初终日期
月/日

渊钱昊钟冤

渊钱昊钟冤

渊钱昊钟冤

图 员 2016年无锡市各月降水量和日照时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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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年鉴 渊2017冤

水影响袁河道水位先降后涨遥4 月袁受
持续降雨影响袁 内河水位有明显上
涨过程袁 各内河在 4 月 7 日左右出
现汛前最高水位遥

入汛后袁受强降雨影响袁全市各
地水位上涨迅猛袁内河大多在 7 月 3
日左右出现最高水位遥 梅雨期内袁无
锡境内有多个站点水位超历史纪
录遥 其中袁大运河无锡站在 7 月 3 日
出现过程最高水位 5.28 米袁 比历史
最高水位 5.18 米 渊2015 年 6 月 17
日冤高 0.10 米曰锡澄运河青旸站在 7
月 3 日出现过程最高水位 5.34 米袁
比历史最高水位 5.32 米 渊2015 年 6
月 17 日冤高 0.02 米曰西氿宜兴站在
7 月 5 日出现过程最高水位 5.54
米袁 比历史最高水位 5.30 米渊1991
年 7 月 13 日冤高 0.24 米遥

受 6 月 11耀12 日暴雨影响袁锡
澄地区河道水位涨幅较大袁 大运河
无锡站水位从 11 日 23:50 的 3.78
米开始上涨袁12 日 13:20 最高达到
4.22 米袁超过警戒水位 0.32 米袁比降
雨前上涨 0.44 米袁 最大 1 小时涨幅
0.09 米渊12 日 3:00耀4:00曰锡澄运河
青旸水位从 11 日 23:00 的 3.78 米
开始上涨袁 到 12 日 12:10 最高达到
4.20 米袁超过警戒水位 0.20 米袁比降
雨前上涨 0.42 米, 最大 1 小时涨幅
0.10 米渊12 日 11:00耀12:00冤曰西氿宜
兴站水位从 12 日 1:00 的 3.81 米开
始上涨袁14:20 最高达到 3.94 米袁比
降雨前上涨 0.13 米, 最大 1 小时涨
幅 0.03 米渊12 日 6:00耀7:00冤遥

受 6 月 21耀22 日强降雨影响袁
锡澄地区河道水位涨幅迅猛袁 大运
河无锡站水位从 21 日 22:10 的 3.79
米开始上涨袁22 日 15:45 最高达到
4.53 米袁超过警戒水位 0.63 米袁比降
雨前上涨 0.74 米袁 最大 1 小时涨幅
0.20 米渊22 日 8:00耀9:00冤曰锡澄运河
青旸站水位从 21 日 19:35 的 3.72
米开始上涨袁 到 22 日 13:30 最高达
到 4.60 米袁 超过警戒水位 0.60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0.88 米, 最大 1 小时
涨幅 0.13 米渊22 日 7:00耀8:00冤曰西氿
宜兴站水位从 22 日 8:10 的 3.91 米
开始上涨 袁23 日 10:10 最 高 达到
4.24 米袁超过警戒水位 0.04 米袁比降
雨前上涨 0.33 米, 最大 1 小时涨幅
0.05 米渊23 日 7:00耀8:00冤遥

受 6 月 27耀28 日暴雨影响袁锡
澄地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袁 大运河

无锡站水位从 27 日 4:00 的 4.24 米
开始上涨袁15:10 最高达到 4.93 米袁
超过警戒水位 1.03 米袁 比降雨前上
涨 0.69 米袁最大 1 小时涨幅 0.17 米
渊28 日 6:00耀7:00冤曰锡澄运河青旸站
水位从 28 日 4:30 的 4.27 米开始上
涨袁到 14:30 最高达到 4.96 米袁超过
警戒水位 0.96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0.69 米,最大 1 小时涨幅 0.15 米渊28
日 6:00耀7:00冤曰 西氿宜兴站水位从
28 日 3:40 的 4.36 米开始上涨袁17:
25 最高达到 4.88 米袁超过警戒水位
0.68 米袁比降雨前上涨 0.52 米,最大
1 小时涨幅 0.07 米 渊28 日 6:00耀7:
00冤遥

受 7 月 1耀3 日暴雨影响袁 锡澄
地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袁1 日 15:40袁
大运河无锡站水位 4.26 米袁 超过警
戒水位 0.36 米袁 无锡站水位在 3 日
10:00 出现最高水位为 5.28 米袁超过
警戒水位 1.38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1.02 米袁 比历史最高水位 5.18 米
渊2016 年 6 月 17 日冤 高 0.10 米袁最
大 1 小时涨幅 0.14 米 渊2 日 3:00耀4:
00冤曰1 日 13 时袁 锡澄运河青旸站水
位 4.21 米袁 超过警戒水位 0.21 米袁
青旸站水位在 3 日 7:25 出现最高水
位 5.34 米袁 超过警戒水位 1.34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1.13 米袁 比历史最高
水位 5.32 米渊2016 年 6 月 17 日冤高
0.02 米袁 最大 1 小时涨幅 0.13 米渊2
日 3:00耀4:00冤曰1 日 20:00袁西氿宜兴
站水位 4.66 米袁 超过警戒水位 0.46
米袁宜兴站水位在 5 日 07:40 出现最
高水位 5.54 米袁 比警戒水位高 1.34
米袁比降雨前上涨 0.88 米袁比历史最
高水位 5.30 米渊1991 年 7 月 13 日冤
高 0.24 米袁最大 1 小时涨幅 0.07 米
渊2 日 11:00耀12:00冤遥

9 月 13耀16 日袁 受第 14 号台风
野莫兰蒂冶外围影响袁无锡市普降中
到大雨袁局部暴雨袁锡澄地区河道水
位上涨迅猛袁 大运河无锡站水位从
14 日 7:00 的 3.46 米开始上涨袁15
日 23:35 达到警戒水位 3.90 米袁16
日 18:45 最高达到 4.44 米袁 超过警
戒水位 0.54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0.98
米袁最大 1 小时涨幅 0.09 米渊16 日
5:00耀6:00冤曰锡澄运河青旸站水位从
14 日 4:40 的 3.48 米开始上涨袁16
日 02:40 达到警戒水位 4.00 米袁到
17:30 最高达到 4.58 米袁超过警戒水
位 0.58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1.10 米袁

最大 1 小时涨幅 0.12 米 渊16 日 2:
00耀3:00冤曰 西氿宜兴站水位从 14 日
9:40 的 3.31 米开始上涨袁16 日 16:45
达到最高 3.99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0.68 米,最大 1 小时涨幅 0.06 米渊15
日 23:00耀16 日 0:00冤遥

9 月 28耀30 日袁 受第 17 号台风
野鲇鱼冶外围影响袁无锡市普降大到
暴雨袁局部大暴雨袁锡澄地区河道水
位上涨迅猛袁 大运河无锡站水位从
29 日 11:40 的 3.67 米开始上涨袁29
日 17:15 达到警戒水位 3.90 米袁30
日 10:40 最高达到 4.51 米袁 超过警
戒水位 0.61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0.84
米袁最大 1 小时涨幅 0.08 米渊29 日
15:00耀16:00冤曰锡澄运河青旸站水位
从 29 日 12:40 的 3.64 米开始上涨袁
29 日 18:10 达到警戒水位 4.00 米袁
至 30 日 17:05 最高达到 4.68 米袁超
过警戒水位 0.68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1.04 米袁最大 1 小时涨幅 0.09 米渊29
日 16:00耀1:00冤曰 西氿宜兴站水位从
29 日 00:15 的 3.67 米开始上涨袁29
日 23:15 达到警戒水位 4.20 米袁至
30 日 20:20 最高达到 4.50 米袁 超过
警戒水位 0.30 米袁 比降雨前上涨
0.83 米,最大 1 小时涨幅 0.05 米渊29
日 23:00 时耀30 日 0:00冤遥

全市内河各站在 7 月 3 日后出
现年最高水位袁 在 3 月 5 日前后相
继出现年最低水位遥 全年袁大运河无
锡站 渊警戒水位 3.90 米冤 最高水位
5.28 米袁最低水位 3.20 米曰锡澄运河
青旸站渊警戒水位 4.00 米冤最高水位
5.34 米袁最低水位 3.25 米曰西氿宜兴
站渊警戒水位 4.20 米冤最高水位 5.54
米袁最低水位 3.13 米曰望虞河甘露站
渊警戒水位 3.80 米冤 最高水位 4.62
米袁最低水位 3.17 米遥

太湖水情院全年袁太湖水位变幅
较大袁年平均水位 3.78 米袁最高水位
4.87 米袁最低水位 3.03 米曰大浦口站
渊警戒水位 3.85 米冤 最高水位 5.01
米袁最低水位 2.94 米遥

长江水情院 全年袁 长江江阴站
渊警戒潮水位 5.50 米冤7 月 6 日 渊农
历六月初三冤 出现年最高潮水位
6.52 米袁1 月 24 日渊农历十二月十五
日冤出现最低潮水位 1.28 米遥

横山水库水情院 年最高水位
35.59 米渊7 月 3 日冤袁比历史最高水
位 35.43 米 渊2009 年 8 月 11 日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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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资源铱 气候资源院 无锡市属北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袁四季分明袁热
量充足袁降水丰沛袁雨热同季袁灾害
频繁遥 夏季受来自海洋的夏季季风
控制袁盛行东南风袁天气炎热多雨曰
冬季受大陆盛行的冬季季风控制袁
大多吹偏北风曰春尧秋季是冬尧夏季
风交替时期袁春季天气多变袁秋季秋
高气爽遥常年渊1981耀2010 年 30 年统
计资料冤 平均气温 16.2益袁 降水量
1121.7 毫米袁雨日 123 天袁日照时数
1924.3 小时袁日照百分率 43%遥 一年
中最热是 7 月袁最冷为 1 月遥 常见的

气象灾害有台风尧暴雨尧连阴雨尧干
旱尧寒潮尧冰雹和大风等遥 由于受太
湖水体和宜南丘陵山区复杂地形等
的影响袁 局部地区小气候条件多种
多样袁具有南北农业皆宜的特点袁作
物种类繁多遥

水资源院 全市共有大小河道
3100 多条袁总长 2480 公里遥 市区河
道总长 150 公里袁 平水期水体容积
800 万立方米遥 太湖为江南水网中
心袁面积 2338.1 平方公里袁总蓄水量
为 44.28 亿立方米袁年平均吞吐量约
52 亿立方米遥因此袁无锡地表水较丰

富袁外来水源补给充足遥 地下水资源
据不完全资料测算袁 市区储量为
6349 万立方米袁年补给量为 6453 万
立方米遥

矿产资源院 无锡市具有开采价
值的矿产资源袁以黏土矿尧石灰石尧
大理石尧玻璃用石英砂岩尧建筑石等
非金属矿为主袁其次为煤尧泥炭等可
燃性矿产及矿泉水遥 黏土矿以陶土
为主袁 已探明工业储量 5000 余万
吨遥 石灰石估算储量 17 亿吨遥 大理
石估算储量 5000 万立方米遥 煤探明
工业储量 4000 余万吨遥

0.16 米袁 最大蓄水量 6440 万立方
米袁最低水位 31.95 米袁最小蓄水量
3970 万立方米遥汛期袁受库区连续强
降雨影响袁横山水库水位居高不下袁

水库水位多次达到并超过汛限水位
35.00 米袁最高达到 35.59 米袁超出汛
限水位 0.59 米遥为确保水库安全袁根
据 叶横山水库防洪调度运行方案曳袁

水库全年共开闸泄洪 63 天袁最大泄
洪流量 143 立方米 /秒袁 共泄水量
14740 万立方米遥

渊朱 玲冤

说明院表内水位为吴淞基面以上米数
渊朱 玲冤

表 猿 圆园员远年无锡市主要雨量站降水量特征值统计

表 圆 2016年无锡市主要水位站水位特征值统计

渊朱 玲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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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院植物资源方面袁无锡
市除栽培植物外袁 拥有自然分布于
地区内以及外来归化的野生维管束
植物共 141 科尧497 属尧950 种尧75 变
种袁 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植物科数
39.94%尧属数 15.61%尧种数 3.5%遥 植
物种类中袁草本植物有 744 种袁占总
数的 78.32%曰木本植物渊包括竹类冤
有 206 种袁占总数的 21.68%遥主要用
材林有竹尧松尧杉袁优良用材的树种
有杉木尧檫树尧樟树尧紫楠尧红楠尧麻
栎尧锥栗尧榆树等遥 药用植物 400 多
种遥 动物资源方面袁 鸟类有 170 多
种曰鱼类为 90 多种袁太湖中的银鱼袁
长江中的刀鱼尧鲥鱼尧河豚是名贵鱼
类曰兽类有 30 多种袁主要有华南兔尧
穿山甲尧豹猫尧黄鼬等遥

渊易 文冤
揖建置沿革铱 无锡是江南文明发源
地之一袁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
到 3000 多年前的商朝末年遥 公元前
11 世纪末袁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让
王位于三弟季历袁偕二弟仲雍袁从现
属陕西的岐山东奔江南袁 定居梅里
渊今无锡梅村冤袁筑城立国袁自号野勾
吴冶遥 周灭商后袁因泰伯无子袁周武王
追封仲雍的五世孙周章为吴君袁建
吴国遥 周元王三年渊公元前 473 年冤袁
越灭吴袁无锡属越国遥 周显王三十五
年渊公元前 334 年冤袁楚灭越袁无锡属
楚国遥 秦王政二十四年渊公元前 223

年冤袁秦灭楚袁置会稽郡袁无锡属之遥
汉高祖五年渊公元前 202 年冤始置无
锡县袁属会稽郡遥 王莽时渊公元 9 年冤
改名为有锡县袁东汉光武间渊公元 25
年冤复置无锡县遥 三国时袁分无锡县
以西为屯田袁置毗陵典农校尉遥 西晋
太康元年渊280 年冤复置无锡县袁属毗
陵郡遥 隋尧唐尧宋相沿遥 元元贞元年
渊1295 年冤升无锡为州袁属浙江行中
书省常州路遥 明洪武元年渊1368 年冤
又降州为县袁属中书省常州府遥 清雍
正二年渊1724 年冤袁分无锡为无锡尧金
匮两县袁同城而治袁均属常州府遥 宣
统三年渊1911 年冤袁无锡光复袁锡金军
政分府成立于原金匮县属袁 辖原无
锡尧金匮两县曰同年 5 月袁撤销锡金
军政分府遥 民国元年渊1912 年冤袁锡尧
金两县合并复称无锡县袁属苏常道遥
民国 16 年渊1927 年冤袁无锡县直属江
苏省遥 民国 23耀26 年 渊1934耀1937
年冤袁无锡县为无锡行政督察区专员
公署驻地遥 抗日战争期间袁无锡四乡
先后建立中共领导的锡北尧锡东尧太
湖尧武南尧澄西等抗日民主政权遥

1949 年 4 月 23 日无锡解放袁分
无锡为无锡市尧无锡县袁市尧县同城袁
无锡市属苏南人民行政公署遥 1953
年建江苏省袁无锡市为省辖市曰无锡
县属先后多次变化袁 曾经属常州专
区尧无锡市尧苏州专区管辖遥 无锡市
区于 1958 年 6 月基本形成四区格

局袁即崇安尧南长尧北塘 3 个区和 1
个郊区遥1983 年 3 月袁实行市管县体
制袁原属苏州地区的无锡县尧江阴县
与原属镇江地区的宜兴县划为无锡
市管辖遥 1988 年在马山镇包括马圩
地区设立马山区遥 国务院恢复撤县
设市工作后袁 于 1987 年 4 月尧1988
年 3 月尧1995 年 6 月袁江阴县尧宜兴
县尧无锡县分别撤县设市袁设立江阴
市尧宜兴市尧锡山市遥 1995 年 3 月袁无
锡市市区和无锡县行政区域进行部
分调整袁组建无锡新区遥 无锡市郊区
旺庄乡袁 无锡县硕放镇和坊前尧新
安尧 梅村 3 个镇的 19 个行政村袁连
同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尧
无锡新加坡工业园袁 由无锡新区管
理遥 2000 年 12 月袁撤销锡山市袁设立
锡山区和惠山区曰撤销马山区袁将马
山区的行政区域和锡山市的部分镇
渊9 个冤并入无锡市郊区袁并将郊区更
名为滨湖区遥 2001 年 12 月袁滨湖区
广益镇划归崇安区袁 扬名镇划归南
长区袁黄巷镇尧山北镇划归北塘区遥
2015 年 10 月袁撤销崇安区尧南长区尧
北塘区袁合并设立梁溪区曰将原无锡
新区代管的鸿山尧江溪尧旺庄尧硕放尧梅
村尧新安 远个街道合并设立新吴区遥

渊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冤
揖行政区划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辖梁
溪尧锡山尧惠山尧滨湖尧新吴 5 个区袁
及江阴尧宜兴 2 个县级市遥全市有 30

表 源 2016年无锡市行政区划一览

渊汪隆顺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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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镇尧51 个街道袁 下设 527 个村委
会 尧590 个社 区 居委 会 尧112 个 村
渊居冤委会渊合一冤遥

渊汪隆顺冤
揖部分行政区划调整铱 无锡市根据
国务院 叶关于同意江苏省调整无锡
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曳 和省政府
叶关于调整无锡市部分行政区划的
通知曳袁按照野公开发布尧多方准备尧
新区揭牌尧区内到位冶4 个步骤袁成立
无锡市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协调推进
领导小组袁 具体协调推进区划调整
实施遥 2015 年 12 月 30 日袁通过各类
媒体对外统一发布无锡市部分行政
区划调整的信息遥2016 年年初袁各相
关区和部门严密尧细致尧规范地做好
区划调整的前期各项准备袁 研究制
定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袁 尤其针对
机构设置尧干部调配尧人员安置等重
点难点工作袁制定稳妥尧可操作性强
的方案遥2 月 14 日袁市委常委会召开
第 148 次会议袁 听取行政区划调整
推进工作汇报袁 审议确定实施行政
区划调整的总体要求尧基本原则等袁
讨论有关人事安排遥 2 月 19 日袁市
委尧市政府下发叶无锡市部分行政区
划调整工作的实施意见曳遥 2 月 20
日袁省委常委尧市委书记李小敏带队
分赴梁溪区尧新吴区袁在两区分别举
行揭牌仪式袁 并宣布区委班子及人
大尧政府尧政协尧法院尧检察院筹备组
成员任命决定遥6 月底袁两个区的野党
代会冶 野两会冶顺利闭幕袁两区的人
大尧政府尧政协和法院尧检察院领导
班子组建完成袁 部门中层班子选配

到位遥 7 月 1 日开始袁两区以新的区
名对外开展工作遥

经过此轮区划调整袁无锡市由 7
个区尧2 个县级市调整为 5 个区尧2
个县级市遥 无锡市区 5 个区的行政
区域面积最大倍差由调整前的近
47.9 倍降低至调整后的 8.78 倍 袁
空间格局更加均衡袁有效整合统筹
中心城区各类资源袁激发经济发展
活力遥 赋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行政主体地位袁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袁 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遥

渊汪隆顺冤

年度荣誉

揖全国野最畅通惬意冶之城铱 1 月 19
日,高德地图发布叶2015 年度中国主
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曳遥 报告显示袁
在高德地区交通大数据监测的全国
45 个主要城市中袁无锡成为野最畅通
惬意冶之城袁全天 24 小时不堵车袁通
勤高峰最拥堵时段与广州和北京晚
8 时的程度相当遥

渊丁祥建冤
揖获野搜索中国正能量袁点赞 2015魅
力城市冶 奖铱 2 月 1 日晚袁野搜索中
国正能量袁 点赞 2015 魅力城市冶大
型网络宣传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新
华社大礼堂举行遥 无锡市获野搜索中
国正能量袁点赞 2015 魅力城市冶奖遥
该活动由中央网信办指导袁 中国搜

索创意主办袁 联合多家中央和地方
重点新闻网站尧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
究院共同举办遥

渊丁祥建冤
揖全国双拥模范城铱 7 月 29 日袁全
国双拥模范城渊县冤命名暨双拥模范
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袁
无锡市和江阴市获得全国双拥模范
城称号遥 至此袁无锡市连续第七次获
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遥

渊丁祥建冤
揖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铱 8 月
1 日袁经财政部尧商务部尧国家标准委
审定袁 第三批全国物流标准化试点
城市名单公布袁 全国 19 个城市上
榜袁无锡市位列其中遥

渊丁祥建冤
揖中国地级市民生发展 100 强铱 9
月 18 日袁野2016 中国地级市民生发
展 100 强冶评选揭晓袁江苏省 9 个城
市入围袁 苏州和无锡分列第一尧二
名遥 第三至第十名的城市分别为广
东省东莞市尧 佛山市袁 浙江省金华
市尧湖州市尧温州市袁福建省泉州市袁
浙江省绍兴市和山东省烟台市遥 野中
国地级市民生发展 100 强冶 指数由
人民日报社叶民生周刊曳杂志组织发
起袁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民生发展课
题组研究袁样本包含全国 27 个省的
262 个地级市袁以市为单位进行区域
民生发展指数的测算与比较遥

渊丁祥建冤
揖野智慧城市建设冶50 强铱 11 月 23
日袁叶2016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
估报告曳在北京发布袁无锡市再度获

表 缘 2016年无锡市行政区划统计

渊汪隆顺冤

47



无锡年鉴 渊2017冤

得野智慧城市建设 50 强冶称号袁市政
府网站获全国地市级政府网站绩效
评估第一名袁实现野六连冠冶遥 同时袁
野中国无锡冶公共服务平台获中国野互
联网+政务冶优秀实践案例 50强遥

渊丁祥建冤
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铱
12 月 1 日袁 无锡市通过第二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渊项目冤验
收袁 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袁 这是该批次中江苏唯一
入列的城市袁 标志着无锡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更健全尧 公共文化产品供
给更丰富尧公共文化服务更优质袁百
姓得到更便捷与优质的文化服务遥

渊丁祥建冤
揖江阴再次名列百强县之首铱 12 月
16 日袁叶2016 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
报告曳在北京发布袁在第 16 届全国
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榜单
中袁江阴市再获第一袁实现野十四连
冠冶遥 此次昆山市和江阴市并列榜
首袁张家港市尧常熟市尧太仓市尧福建
省晋江市等 9 个县市分列榜单第二
至第十名袁宜兴市列第六名遥 此次榜
单中的县域发展指数由 野县域相对
创新活力指数冶野县域相对民生建设
指数冶和野县域相对绿色发展指数冶3
个分指数组成袁与以往历届评价体系
相比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导向性遥

渊丁祥建冤

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概况

揖综合铱 2016 年袁无锡市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遥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210.02 亿元袁 按可比价格计算袁比
上年增长 7.5%遥 按常住人口计算人
均生产总值 14.13 万元遥

产业结构加快调整遥 全市实现
第一产业增加值 135.19 亿元袁 比上
年下降 2.4% 曰 第二产 业 增加 值
4346.78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6.8%曰第
三产业增加值 4728.05 亿元袁 比上
年增长 8.6%曰 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
1.547.251.3遥

就业和再就业持续推进遥 全年
城镇新增就业 14.9 万人袁其中袁各类
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

6.28 万人袁 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 1.94 万人遥 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 1.85%遥

大众创业活力迸发遥 至年末袁全
市工商部门登记的各类企业24.15
万家遥 其中袁 国有及集体控股公司
1.93 万家袁外商投资企业 0.63 万家袁
私营企业 21.59 万家曰当年新登记各
类企业 3.82 万家遥 年末袁 个体户
30.94 万户袁比上年增加 5.28 万户遥

消费品价格稳中有涨遥 全年市
区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渊CPI冤 为
102.3袁比上年扩大 0.5 个百分点遥 其
中袁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为 103.6袁消
费品价格指数为 101.4袁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为 100.9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农业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农业生产
小幅下降遥全年粮食总产量 59.16 万
吨袁比上年下降 18.1%遥 油料总产量
8073 吨袁比上年下降 6.5%袁其中油
菜籽 6484 吨袁 比上年下降 5.6%曰茶
叶总产量 6507 吨 袁 比上年下降
3.0%曰水果总产量 17.62 万吨袁比上
年略降 0.4%遥全年水产品产量 12.67
万吨袁比上年略增 1.2%遥

种植业结构调整遥 全年粮食种
植面积为 9.406 万公顷袁比上年减少
0.794 万公顷 曰 油料种植面积为
0.365 万公顷袁 比上年减少 150 公
顷曰 蔬菜种植面积 4.590 万公顷袁比
上年减少 0.32 万公顷曰 水果种植面
积 1.635 万公顷袁比上年增加410公顷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工业和建筑业铱 2016 年袁无锡市
工业生产保持稳定遥 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3075.49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5.8%遥按经济类型分袁国
有企业总产值增长 19.2%袁集体企业
总产值增长 3.3%袁 股份制企业总产
值增长 3.2%袁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总产值增长 4.6%袁 其他经济类
型企业总产值下降 10.5%遥全市统计
的 284 个主要工业产品中袁 产品产
量比上年增长的有 164 个袁 占全市
统计产品数的 57.7%遥在全市跟踪统
计的 22 种重点产品中袁15 种产品产
量实现增长遥

工业效益稳步改善遥 全市规模
以 上 工 业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14643.13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4.6%曰工
业产销率 98.1%袁比上年提高 0.8 个
百分点曰实现利润 977.92 亿元袁比上
年增长 9.6%遥

建筑业稳步发展遥 全年建筑业
完成增加值 369.68 亿元袁 比上年增
长 4.3%曰 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633.52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5.3%遥施工房屋建
筑面积 3313.48 万平方米遥 2 个建设
工程项目获得鲁班奖袁8 个建设工程
项目获江苏省优质工程奖野扬子杯冶
渊房屋建筑工程冤袁114 个建设工程项
目获无锡市野太湖杯冶优质工程奖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固定资产投资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
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增长遥 全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4795.25 亿元袁比上年
增长 2.0%遥按产业投向分袁第一产业
投资 9.05 亿元袁 比上年下降11.4%曰
第二产业投资 2048.65 亿元袁比上年
增长 7.0%曰第三产业投资2737.55 亿
元袁比上年下降 1.4%遥

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遥 全年房
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527.49 亿元袁比

渊市统计局冤

表 远 2016年无锡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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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愿 2016年无锡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渊市统计局冤

表 苑 2016年无锡市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上年增长 8.4%遥 完成房地产开发投
资 1033.62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4.2%曰
商品房施工面积为 5986.76 万平方
米袁 比上年下降 9.1%曰 竣工面积
1325.22 万平方 米 袁 比上 年增 长
12.3% 遥 全 年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1276.41 万平方米 袁 比上 年增 长
29.3%曰商品房销售额 1108.03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42.7%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国内贸易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消费
品市场平稳运行遥 全年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119.56 亿元袁比上年
增长 9.6%遥其中袁批发和零售业零售
额 2880.94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9.4%曰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238.62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11.2%遥 按经营地统计袁
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71.95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10.0%曰乡村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47.61 亿元袁 比上
年增长 7.1%遥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
售业零售额中袁 汽车类比上年增长

6.3%曰 粮油尧 食品类比上年增长
3.6%曰 石油及制品类比上年增长
1.1% 曰 中 西 药 品 类 比 上 年 增 长
11.6%曰 家具类比上年增长 6.6%曰文
化办公用品类比上年增长 2.2%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开放型经济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对
外贸易实现增长遥 按美元计袁全年实
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698.05 亿美
元袁比上年增长 2.0%遥 其中袁进口总

额 268.95 亿 美 元 袁 比 上 年 增 长
2.5%曰出口总额 429.10 亿美元袁比上
年增长 1.6%遥 一般贸易实现出口额
232.67 亿美元袁总量占比 54.2%遥 按
人民币计袁 全年实现对外贸易进出
口总额 4610 亿元 袁 比上年增长
8.5%遥其中袁进口总额 1777.73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9.1%曰出口总额 2832.26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8.1%遥

利用外资结构优化遥 全年批准

渊市统计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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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项目 354 个袁 协议注册外资
44.83 亿美元袁比上年下降 19.0%遥到
位注册外资 34.13 亿美元袁比上年增
长 6.3%遥 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到位注
册外资比重 66.3%袁全年完成协议注
册外资超 3000 万美元的重大外资
项目 45 个遥 至年底袁 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中有 96 家在无锡市投资兴
办 182 家外资企业遥

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增长遥 全年
全市服务外包产业接包合同总额
122.4 亿美元袁比上年增长 23.4%曰执
行金额 102.9 亿美元袁 比上年增长
24.6%遥 离岸合同总额 80.9 亿美元袁
比上年增长 23.2%曰 离岸执行金额
65.1 亿美元袁比上年增长 22.8%遥

对外经济合作势头良好遥 全年
备案投资项目 142 个袁中方协议投资
额 20.97 亿美元袁 比上年增长 20%袁
其中 1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 42 个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交通运输尧 邮政电信和旅游业铱
2016 年袁无锡市交通运输能力提升遥
至年底袁 全社会拥有车辆 176.9 万
辆袁 比上年增长 6.4%遥 其中汽车
158.5 万辆袁比上年增长 11.5%曰私人
汽车 133.8 万辆袁比上年增长13.8%遥

客货运输基本稳定遥 全年完成
客运量 9025.56 万人次袁比上年增长
1.4%曰完成货运量 15408.68 万吨袁比
上年增长 0.4%遥 全市港口吞吐量
18815.07 万吨袁比上年下降 5.3%遥全
年空港旅客吞吐量 556.29 万人次袁
比上年增长 20.7%遥

邮政通信较快发展遥 全年邮电
业务总量 201.4 亿元 袁 发送函件
3697 万件遥 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完成 3.48 亿件袁 比上年增长
30.3%遥 率先建成国内高标准全光网
城市袁覆盖用户 648.6 万余户袁城域
网出口带宽 4.34T遥 建设 4G 基站累

计 22372 个遥 至年底袁移动电话用户
864.62 万户 袁 其中 4G 手机用户
547.76 万户遥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 275.47 万户袁 移动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 699.74 万户遥

旅游业较快增长遥 全年接待国
内游客 8586.03 万人次袁比上年增长
6.7%曰接待旅游尧参观尧访问及从事
各项活动的入境过夜旅游者 43.92
万人次袁比上年增长 12.2%遥 旅游总
收入 1555.62 亿元 袁 比上年增长
12.0%遥 全市拥有年接待游客 10 万
人以上的景区 50 个袁 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 3 个袁 国家 AAAA 级旅
游景区 27 个袁AAA 级旅游景区 14
个袁AA 级旅游景区 16 个遥 省星级乡
村旅游区渊点冤86 个遥至年底袁全市星
级宾馆有 42 家袁其中五星级宾馆 13
家袁四星级宾馆11 家遥全市有旅行社
189 家袁其中出境游组团社 20 家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财政和金融业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
财税实力明显增强遥 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875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5.4%遥 财政支出结构继续调整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867.4 亿元袁比上年增
长 5.5%遥

金融信贷规模扩大遥 至年底袁金
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14612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10.9%曰各项本外
币贷款余额 10517.75 亿元袁 比上年
增长 10.4%遥 存款中袁非金融企业存
款余额 6429.48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7.8%曰 住户存款余额 4957.02 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5.6%遥贷款中袁非金融企
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8470.3 亿元袁比
上年增长 6.5%曰 住户贷款 2043.62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30.9%遥 全年现金
净投放 313.85 亿元遥

保险业收入增长较快遥 全年实
现保费收入 316.68 亿元袁 比上年增
长 17.3%遥 其中财产险收入 86.01 亿
元袁 比上年增长 6.0%曰 人寿险收入
230.67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67.9%遥 保
险赔款支出 55.35 亿元袁比上年下降
21.3%遥保险给付支出 24.94 亿元袁比

表 怨 2016年无锡市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口尧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渊市统计局冤

表 员园 2016年无锡市财政分项情况

渊市统计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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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 19.7%遥
证券交易市场稳定发展遥 全年

证券市场完成交易额 5.46 万亿元袁
比上年增长 2.1%遥年内袁新增上市公
司 17 家袁累计 111 家曰全市证券交
易开户总数 141.02 万户袁 托管市值
2933.2 亿元袁增长 16.9%遥至年底袁全
市有证券公司 2 家袁证券营业部 132
家遥 年内在野新三板冶挂牌企业 105
家袁累计挂牌 209 家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科学技术和教育铱 2016 年袁 无锡
市科技人才建设不断加强遥 全市有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家袁国
家级尧 省级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10 家袁 国家级国际合作基地 10 家袁
省级外资研发中心 41 家袁省级国际
技术转移中心 8 家遥 年内袁入选国家
野千人计划冶5 人袁 累计培育国家野千
人计划冶专家 84 人遥

科技产出水平上升遥 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比重 43.4%袁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
分点遥 至年底袁全市有效期内高新技
术企业 1638 家袁省级高新技术产品
1072 个遥

科技创新成效明显遥 全市发明
专利申请量 32610 件袁 比上年增长
34.8%曰发明专利授权量 5583 件袁比
上年增长 1.9%遥全市获国家尧省科技
计划到位经费 6.45 亿元袁 比上年增
长 32.1%袁其中获国家科技经费 1.06
亿元遥

质量检验能力增强遥 全市有国
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心 12 个袁
国家级型式评价实验室 1 个袁 国家
级检测重点实验室 7 个袁 国家级产
业计算测试中心 1 个遥 年内袁省级监
督抽查无锡市产品 719 批次袁 强制
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 6729 家袁法定
计量技术机构 3 家袁强制检定计量器
具 70万台渊件冤遥全年新增主导和参与

制修订国际尧国家尧行业标准 98项遥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遥 全市有普

通高校 12 所遥 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
招生 3.23 万人袁 在校生 10.7 万人袁
毕业生 3.22 万人曰 研究生教育招生
0.22 万人袁在校生 0.67 万人袁毕业生
0.18 万人遥 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在校
生 6.61 万人遥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100% 袁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
100%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遥特殊教育
招生 248 人袁在校生 1118 人遥 全市
共有幼儿园 383 所袁 比上年增加 13
所曰在园幼儿 18.2 万人袁比上年增加
1.2 万人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文化尧 卫生尧 体育和民族宗教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持续推进遥 至年底袁有艺术表演团
体 57 个尧文化馆 8 个尧公共图书馆 8
个尧文化站 80 个尧博物渊纪念冤馆 61
个遥 全市有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8 套袁
电视台节目 10 套袁无锡有线电视总
用户 152.49 万户遥 电视人口总覆盖
率和广播人口覆盖率均达 100%遥 全
市档案馆 10 个袁 向社会开放档案
15.77 万卷渊件尧册冤遥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遥 全市拥有
卫生医疗机构 2309 个袁其中综合医
院 82 家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渊卫生
院冤89 家袁社区卫生服务站渊村卫生
室冤710 家袁护理院 15 家袁疗养院 7
家遥 至年底袁 全市有卫生技术人员
4.75 万人袁 其中执业 渊助理冤 医师
1.81 万人曰有医疗床位 3.98 万张袁其
中医院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渊卫生
院冤3.85 万张遥 全市实际参加 野新农
合冶 农民 54.16 万人袁 人口覆盖率
100%遥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全年完成
诊疗 5145.58 万人次袁 比上年增长
2.9%遥

体育事业有序发展遥 全年全市
新增公共体育设施面积 22.86 万平

方米袁 新增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300 人 遥 国 民 体质 总体 达标 率
96.34%遥 举办无锡国际马拉松赛尧环
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尧 亚洲击剑
锦标赛等一批大型国际赛事遥 年内袁
无锡籍运动员在全国以上各级各类
比赛中取得冠军 46 个袁其中 2 人获
4 项世界冠军遥 全市体育彩票销售
26.09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14.6%遥

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遥 至年
底袁全市有宗教活动场所 271 处袁教
职人员 785 人渊不含散居道士冤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人口 尧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铱
2016 年袁无锡市人口规模逐步扩大遥
至年底袁全市户籍人口 486.20 万人袁
比上年增长 1.1%遥 全年出生人口
44836 人袁 出生率 9.2译曰 死亡人口
31253 人袁死亡率 6.4译袁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 2.79译遥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74.88%遥 至年底袁 全市常住人口
652.90 万人袁 比上年增长 0.28%袁其
中城镇常住人口 494.9 万人袁比上年
增长 0.8% 袁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75.8%遥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遥 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42757 元袁 比上年
增长 8.4%遥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48628 元袁比上年增长 7.8%遥
农村 常 住居 民人 均可支 配 收入
26158 元袁比上年增长 8.3%遥 全体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27932 元袁 比上年
增长 7.6%曰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31438 元袁比上年增长 6.7%遥农
村常 住 居民 人 均生 活消 费支 出
18463 元袁比上年增长 12.1%遥

社会保障逐步完善遥 全市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39.96 万
人袁扩面 5.95 万人遥全市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 314.53 万人袁 扩面
5.17 万人遥 全市参加失业保险职工
204.25 万人袁扩面 3.29 万人遥全市参

表 员员 2016年无锡市各类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情况

渊市统计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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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伤保险 198.54 万人袁 扩面 3.3
万人遥 全市参加生育保险 199 万人袁
扩面 3.3 万人遥市区月低保标准提高
至 760 元遥 年末袁在领失业保险金人
数为 3.98 万人遥

社会福利事业全面推进遥 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29027 人袁
全年发放低保金 1.65 亿元遥 实施城
乡医疗救助 21.8 万人次袁 支付救助
金 6045.04 万元 曰 实施临时救助
44902 人次袁发放救助金 4573.79 万
元遥 全市重点优抚对象 6103 人遥 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序推进袁 全市
新开工保障性住房 12784 套袁 基本
建成 9508 套遥

渊市统计局冤
揖资源尧环境和安全生产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用地分配更趋务实遥 全年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85.95 公顷袁
比上年增长 11.6%遥 其中袁工矿仓储
用 地 599.36 公 顷 袁 房 地 产 用 地
372.08 公顷袁 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
1114.51 公顷遥

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遥 全市水
资源总量 62.9 亿立方米袁 比上年增
长 43.9%曰全年总用水量 26.59 亿立
方米袁比上年下降 0.2%遥 其中袁生活
用水比上年增长 0.1%袁工业用水渊不
含火电用水冤比上年下降 0.5%袁农业
用水比上年下降 6.8%袁 生态补水比
上年下降 0.4%遥

环境保护力度加大遥全市 PM2.5
年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13.1%遥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66.9%袁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袁全
市功能区昼间和夜间噪声达标率分
别为 87%和 80%遥

城市绿化不断提升遥 年内市区
新增绿地面积 200 公顷袁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14.91 平方米袁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42.98%遥

安全生产野双下降冶遥 全年发生
各类事故 833 起袁死亡 394 人遥 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0.043 人/
亿元遥

说明院1援以上内容中地区生产总
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值按现行价
格计算袁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遥
2援所有数据为初步统计数遥部分数据
因四舍五入的原因袁 存在着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遥 3.资料来源遥 本内
容中就业尧 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市人
社局袁工商登记数据来自市工商局袁

茶叶尧 水果尧 水产品数据来自市农
委袁开放型经济数据来自市商务局袁
车辆数据来自市公安局袁公路尧水路
交通数据来自市交通局袁 铁路运输
数据来自无锡火车站袁 民航运输数
据来自苏南机场袁邮政尧电信业务数
据来自邮政管理局尧各通信公司袁城
市信息化数据来自市信电局袁 旅游
数据来自市旅游局袁 财政数据来自
市财政局袁 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
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袁 证券数据来
自市金融办袁 科技数据来自市科技
局袁人才数据来自市委组织部袁质检
数据来自市质监局袁 教育数据来自
市教育局袁 文化数据来自市文广新
局袁档案数据来自市档案局袁卫生数
据来自市卫计委袁 体育数据来自市
体育局袁宗教数据来自市民宗局袁户
籍人口数据来自市公安局袁 社会福
利数据来自市民政局袁 保障性住房
数据来自市住建局袁 用地数据来自
市国土局袁 水资源数据来自市水利
局袁环保数据来自市环保局袁绿化数
据来自市园林局袁 安全生产数据来
自市安监局

渊市统计局冤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员
名单

中共无锡市委

书 记 李小敏
副书记 汪 泉

徐 劼渊1 月任冤
常 委 李小敏

汪 泉
徐 劼渊1 月任冤
黄 钦
周 英渊女袁9 月任冤
陈德荣
张叶飞
朱劲松渊女袁至 9 月冤
王国中
陈金虎
王唤春
柳江南

秘书长 张叶飞
副秘书长 肖新岳渊至 12 月冤

刘葱葱渊女冤
马 良

陆 洪
曹国光
许立新渊兼冤
吴建元渊兼冤
陈寿彬渊2 月任冤

市委办公室
主 任 陆 洪
副主任 陈寿彬渊至 2 月冤

张耀斌
督查室
主 任 曹国光渊至 12 月冤

江 杰渊12 月任冤
市委组织部
部 长 朱劲松渊女袁至 9 月冤

周 英渊女袁9 月任冤
副部长 周建军

王锡惠
林茂松
戴美忠

市人才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林茂松
市委新经济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渊与市委组织部合署办公冤
书 记 周建军渊兼冤
副书记 叶 照
市委宣传部
部 长 王国中
副部长 尤文科渊至 12 月冤

陆惠玲渊女冤
蔡文煜
金 政
商波涛

部务委员 商 明
市文明办渊与市委宣传部合署办公冤
主 任 尤文科渊兼袁至 12 月冤
副主任 商 明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 陈德荣
副部长 吕勤彬

单康圻渊兼袁至 12 月冤
吴 涛渊兼冤
唐英彪
钱文琴渊女袁兼冤

市委政法委员会
书 记 张叶飞渊1 月任冤
副书记 孙国祥渊至 12 月冤

徐盛希渊7 月任冤
谢晓军渊兼袁1 月任冤
张 轩渊至 7 月冤
赵志新渊兼袁至 1 月冤
时永才渊兼冤
蒋永良渊兼冤

政治部主任 张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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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渊与市委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冤
主 任 张 轩渊至 7 月冤

徐盛希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邹立群

李继军
市委研究室
主 任 曹国光
副主任 韩 宁渊女冤

江玉杰
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 任 周士良
副主任 蒋军民

荣 怡渊女袁12 月任冤
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
主 任 相 江
副主任 张曙峰

许 宁
蔡卫红渊12 月任冤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陆卫东
副主任 吴志伟渊女冤

张海涛渊12 月任冤
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周艳阳渊至 12 月冤
副书记 刘冯生

陆 东
施 勤渊女冤

纪工委书记 刘永平
市委老干部局
局 长 王锡惠渊兼冤
副局长 吴金元

章 雷渊女冤
袁伟强

市信访局
局 长尧党组书记 吴建元
副局长 余小鹰渊女冤

叶俊杰
张晓波
殷兰青渊女袁至 12 月冤
周勇军渊12 月任冤

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市国家保密
工作局尧市委机要局)
主 任渊局长冤 孙志坚
副主任渊副局长冤 毛亚荣

成志强
市委党校尧市行政学院
校 长渊院长冤 黄莉新

渊女袁兼袁至 5 月冤
徐 劼渊兼袁5 月任冤

党委书记 肖新岳渊至 12 月冤

副校长渊副院长冤 肖新岳
渊至 12 月冤
吴惠明
谭 军
邓弋青渊女冤
成大江渊12 月任冤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无锡日报社)
党委书记尧总裁渊社长冤

施 展渊至 12 月冤
总编辑 杨 建
党委副书记 杨 建

马正红
副总裁 杨 建

马正红
祁国华
许 扬

副总编辑 马正红
许 扬

无锡日报社总编辑 杨 建
无锡日报社副社长 杨 建
无锡日报社副总编辑 江菊敏渊女冤

范 式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姚建华
党组书记 姚建华渊至 1 月冤

丁大卫渊1 月任冤
副主任 王立人渊党组副书记袁至2月冤

丁大卫渊1 月任冤
赵志新渊1 月任冤
林国忠渊至 2 月冤
曹锡荣
滕兰英(女)
吴峰枫

党组副书记 姚建华渊1 月任冤
赵志新

党组成员 马志相
蒋伟亮渊至 7 月冤
林国忠渊至 2 月冤
王中苏渊7 月任冤

秘书长 平明德
黄蓉华渊12 月提名冤

副秘书长 薛玉民渊至 7 月冤
叶惠南渊至 12 月冤
杨清华渊至 11 月冤
赵立平渊女冤
王安岭渊至 12 月冤
张淇铭渊12 月任冤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立人渊至 2 月冤
副主任委员 钱 群

陈良钢渊至 2 月冤

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国忠渊至 2 月冤
副主任委员 毛建新

顾建华渊5 月至 11 月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张淇铭
副主任 严巍巍 张广鑫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叶惠南渊兼袁至 12 月冤

顾正刚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沈 霞渊女袁至 11 月冤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钱 群
副主任 俞宏雷 李红卫
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吴早春
副主任 何云彪
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渊2016.02更名为无锡市人大常委会
经济工作委员会冤
主 任 毛建新渊至 12 月冤

龚 聘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顾建华渊至 11 月冤

黄宇回渊至 5 月冤
江 涛渊5 月任冤

市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新志渊女袁至 12 月冤

朱 伟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朱 伟渊至 12 月冤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杨清华渊兼袁至 11 月冤

施 展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朱惠霖
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
作委员会
主 任 薛玉民渊兼袁至 7 月冤

蔡大钢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陈荣文渊12 月任冤
市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工
作委员会
主 任 王安岭渊兼袁至 12 月冤

翁林敏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唐尧夫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
员会
主 任 戴锡生渊至 12 月冤

孙国祥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冯伟东

陆汀兰渊女冤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吴迎春
副主任 黄宇回渊5 月任冤

53



无锡年鉴 渊2017冤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管理处
处 长 渊暂缺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信访处
处 长 江 涛渊至 5 月冤

季亚东渊12 月任冤
无锡市人民政府

市 长 汪 泉渊党组书记冤
副市长 黄 钦渊党组副书记冤

赵志新渊至 1 月冤
华博雅渊女冤
谢晓军渊1 月任冤
曹佳中渊至 9 月冤
朱爱勋
刘 霞渊女冤
王进健

秘书长 叶勤良
副秘书长 唐余开渊至 12 月冤

钮素芬渊女冤
周浩明
吴建昌
糜君初
王 维
席永清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 任 童晓寒渊党组副书记冤
党组书记 叶勤良
副主任 王建军

周学东
张千山

纪检组长 郁锡坤
督查室主任 王建一
总值班室渊市应急管理办公室冤
主 任 张宁冶
市政府研究室
副主任 李伟刚

王 兵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尧党组书记 张明康
副主任 毕滨江

顾 岗渊兼冤
张建春
陈卫东
邢益新
许 可

总经济师 吴虹娟渊女冤
纪检组长 龚詠程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渊市中小企
业局冤
主任渊局长冤 高亚光渊女冤
党组书记 周浩明
副主任渊副局长冤 张克平

渊党组副书记冤
陈晓华
崔健敏渊至 7 月冤
吴建平
黄丽侠渊女冤
戴可为

纪检组长 惠增一
市信息化和无线电管理局 渊与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合署办公冤
局 长 张克平
副局长 吴建平

范春虎渊至 12 月冤
华解语渊女冤
卢 益
张国斌

市教育局渊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冤
局 长 唐加俊
副局长 许兴城

符菊成
许 敏
陈 曦
吴洵如渊女冤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唐加俊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王珍珍渊女袁

至 12 月冤
市委教育纪工委书记 边静玉渊女冤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督学 施正洲
副主任督学 冯益民
市科学技术局渊市知识产权局冤
局长尧党组书记 吴建亮
副局长 王 浩

赵建平
黄晓珊渊女冤
徐重远渊女冤

纪检组长 侍 锋渊至 12 月冤
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赵志新渊至 1 月冤

谢晓军渊1 月任冤
党委副书记 龚清荣渊7 月任冤

张 轩渊7 月任冤
副局长 龚清荣

张 轩渊7 月任冤
缪小展
盛卫中
陶苏根
周爱明
薛俊仁

纪委书记 田世杰
政治部主任 周爱明
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渊设在市公安局冤
主 任 龚清荣渊兼冤

副主任 华逸锋
胡 晓

市监察局渊与市纪委合署办公冤
局 长 许 峰渊6 月任冤
副局长 许麟秋

吴建明渊至 7 月冤
唐家梁渊兼袁至 12 月冤

市民政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刘 玲渊女冤
副局长 高建强渊党委副书记袁

至 12 月冤
马益宝
钱晓东
严健媛渊女冤
韩富才渊12 月任冤

纪委书记 尹小燕渊女冤
市司法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杨智敏
副局长 沈仲良

张丽霞渊女冤
刘益良

纪检组长 张维新
市财政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高圣华
副局长 赵 鞠渊女冤

陈安新
孙文华
蒋晓鸣

纪检组长 俞 云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渊市外国
专家局冤
党委书记 周文栋
党委副书记 杨乔良
局 长 周文栋
副局长 杨乔良

徐炯明
褚一波渊至 12 月冤
林小异
洪 雅渊女袁至 11 月冤
顾学年
常亚敏
包晓东渊12 月任冤

纪委书记 邓金和渊至 12 月冤
市环境保护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葛恒显
副局长 王晓栋

李秋宇
陈建平渊女冤
任 栋
周 山

纪检组长 杨 铭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渊市建筑工程
管理局冤
党委书记尧局长 翁林敏渊至 12 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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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 朱秋荣
贾绪领渊至 12 月冤
任金富
王 达
荣福民
范 伟
周锡良
邵崇浴
何跃平

纪委书记 葛坚松
市交通运输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夏正兴
副局长 宋良栋

张国祥渊至 12 月冤
尹南方
许青凯
丁满琪
刘永强
林道俊渊兼袁 至 5 月冤
徐锡良渊12 月任冤

纪委书记 许树生
市水利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王鸿涌渊至 12 月冤
副局长 季永东

缪学军
邹永明

总工程师 金雪林
市农业委员会渊市林业局冤
主任渊局长冤 高 佩
副主任渊副局长冤 吴伯荣渊兼冤

渊党组副书记袁兼冤
巫亚东
何丽梅渊女冤
陆晓鹤渊至 12月冤
赵中兴
李 岩

纪检组长 韩朝晨
市商务局渊市口岸办公室冤
局长渊主任冤尧党组书记 汪 行
副局长渊副主任冤 邓泉明

宗继芳渊女冤
袁开坤
石松哲
蒋 波
陈秀峰

纪检组长 王新伟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渊市版权局尧
市文化遗产局冤
局长尧党组书记 杨福良
副局长 贺 军

高 燕渊女冤
宗 翡渊女冤
过 丹

过旭明
纪检组长 王海平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党委书记 陈卫平渊至 7 月冤

谢寿坤渊7 月任冤
党委副书记 谢寿坤渊至 7 月冤

张文伟
主 任 谢寿坤
副主任 陈卫平渊至 7 月冤

韩晓枫
杭兰生
张卫阳
杨如年
胡建伟
笪学荣

纪委书记 陈烈蓉渊女袁至 7 月冤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邵鹤鸣
副局长 顾正刚渊至 12 月冤

盛小伟
苏益玲渊女冤
张 贤渊女冤

纪检组长 张一明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裴志良渊至 11 月冤
副局长 朱小元渊党组副书记冤

胡 宏
周建辉
夏一明
于文霞渊女冤

纪检组长 丁 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 长 许伟英渊女袁党组书记冤
副局长 丁玉萍渊女冤

凌晓霖
庄 志

市审计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刘燕萍渊女冤
副局长 唐家梁渊至 12 月冤

李 晔渊女袁至 12 月冤
徐 波渊至 10 月冤
谢浩峻
潘海刚 渊12 月任冤

纪检组长 金 进渊至 12 月冤
市规划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陆 檬渊至 12 月冤
副局长 尤志斌

任 颐
徐丽华渊女冤
杨尔怡

总工程师 郑 强
纪检组长 蒋国新

市市政和园林局
局 长 吴燕敏渊党组副书记冤
党组书记 李镇国
党组副书记 李 智

渊纪检组长袁至 12 月冤
副局长 朱震峻

渊党组副书记袁至 12月冤
张 剑
徐炳香渊12 月任冤

市城市管理局 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冤
局长尧党组书记 周立军
副局长 方毅军渊至 12 月冤

程海华
周 炜
周 峰渊12 月任冤

纪检组长 贾传华
市统计局
局 长 吴红星
党组书记 钮素芬渊女冤
副局长 周建平

邹海峰
杨晋超渊12 月任冤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魏持红渊至 12 月冤
副局长 朱明伟

钱志伟
陈跃华
吴伟君
徐孝力渊12 月任冤

纪检组长 赵 阜渊至 12 月冤
市粮食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张海泉
副局长 黄燕萍渊女冤

马 骏
薛 钦

纪委书记 周 鸣
市体育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黄浩然
副局长 汪克强

张振华
张 宏渊至 7 月冤
杨宇华渊12 月任冤

纪检组长 钱文豪
市物价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蔡大钢渊至 12 月冤
副局长 钱 夏渊女冤

王生强
徐 叶渊女冤

纪检组长 蔡吉生
市旅游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蒋蕴洁渊女冤
副局长 汤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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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红渊2 月任冤
杨建国

纪委书记 张兆平
市民防局渊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冤
局长渊主任冤尧党组书记

王建军渊至 12 月冤
副局长渊副主任冤 钱有照渊至 12 月冤

蒋仁宝
纪检组长 卞中群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渊市政府港澳事
务办公室冤
主任尧党组书记 陈明辉
副主任 许睿煜

赵 明
詹 熠

纪检组长 张良兴渊至 12 月冤
市政府侨务办公室
主任尧党组书记 何巧凤渊女冤
党组副书记 冯 雷渊兼袁至 12 月冤
副主任 包金明

吴象忠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任尧党组书记 焦 克渊至 12 月冤
副主任 华 迅渊至 12 月冤

栾海港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许立新
副局长 冯晓明 武云超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吴 涛
副局长 何 鸣

张慧东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尧主任 黄蓉华渊至 12 月冤
副主任 沈宁宁渊党委副书记冤

周 燕渊女冤
纪委书记 方中伟
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渊市政务服
务中心冤
党组书记 龚 聘渊常务副主任袁

至 12 月冤
副主任 孙 伟

陈 波
包松林

纪检组长 李文波
市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
主任尧党组书记 顾 岗
副主任 权 辉

丁建清
市供销合作总社
主 任 吴满良
副主任 王 镇渊12 月任冤
纪委书记 车文君

市接待办公室
主任尧党组书记 刘葱葱渊女冤
副主任 王 洁渊女袁至 7 月冤

祁志平
朱 敏
王 续渊12 月任冤

市史志办公室
主任尧党组书记 许建军
副主任 郭 明

盛 铁
接玉松

市档案局渊市档案馆冤
局渊馆冤长 钱中益
副局渊馆冤长 徐 杰

徐俊文
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主 任 吴 彧
副主任 丁 丽渊女冤
市政府驻南京办事处
主 任 刘葱葱渊女袁兼冤
副主任 徐建邦
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 任 王 维
副主任 鲁振平

侯海峰渊至 2 月冤
徐耀峰渊12 月任冤

市地震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薛建良
副局长 李晓红

张 敏
市农业机械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吴伯荣
副局长 叶红谏

顾建忠渊至 12 月冤
陈 松渊12 月任冤

无锡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渊市城市
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冤
党委书记尧主任 范春雨渊至 5 月冤

俞 臻
渊女袁12 月任冤

党委副书记 陆 骏渊女袁12 月任冤
副主任 俞 臻 渊女袁至 12 月冤

陆国平
纪委书记 陆 骏渊女袁至 12 月冤
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领导小组 渊指
挥部冤办公室
主 任 席永清渊兼冤
常务副主任 徐 政
副主任 陆春晓

张 军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渊无锡广播电视台冤
党委书记尧总裁渊台长冤 严克勤

渊至 12 月冤

党委副书记 郭 王
副总裁渊副台长冤 郭 王渊总编辑冤

张 军
渊女袁副总编辑冤
赵 波渊副总编辑冤
陈 宏
王 凡渊女冤

总会计师 周俊清
纪委书记 陈锡初

政协无锡市委员会

主 席 周敏炜渊党组书记冤
副主席 黄士良

渊党组副书记袁至 6 月冤
蔡捷敏
孙志亮
王锡南渊至 6 月冤
章一中
蒋伟坚
蒋 达
张丽霞渊女冤

秘书长 顾 韬
王鸿涌渊12 月提名冤

副秘书长 崔从家渊至 12 月冤
王亚力渊至 12 月冤
常荣初渊至 12 月冤
陈建明渊至 12 月冤
金志标渊至 12 月冤
刘 翔渊女袁12 月任冤
许建樟渊兼袁12 月任专

职副秘书长冤
王 晋渊女袁兼冤
皮何总渊兼冤
汤忠元渊兼冤
任克奇渊兼冤
王海宝渊兼冤

市政协办公室
主 任 王亚力渊兼袁至 12 月冤

吕益华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吕益华渊至 12 月冤

周 彦渊女冤
邱亚君

市政协研究室
主 任 雷群虎渊至 12 月冤

范春虎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汤亚宾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主 任 孙 洪渊至 12 月冤

褚一波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蒋家举

吴红星渊兼冤
洪 雅渊女袁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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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良栋渊兼冤
邵 峰渊兼冤

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 周卫国渊至 5 月冤

唐家梁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胡 蕙渊女冤

苏益民渊兼冤
徐重远渊女袁兼冤
刘燕萍渊女袁兼冤
汪 行渊兼冤
张 健渊兼冤
刘玉海渊兼冤

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乡建设委员
会
主 任 常荣初渊兼袁至 12 月冤

陆 檬渊兼袁12 月任冤
副主任 夏维平

张 琦渊兼冤
方毅军渊兼冤
邵崇浴渊兼冤
周乙新渊兼冤

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
主 任 唐喜泉渊至 12 月冤

王珍珍渊女袁12 月任冤
副主任 任英齐渊12 月任冤

张振华渊兼冤
黄浩然渊兼冤
过 丹渊兼冤
施正洲渊兼冤
胡建伟渊兼冤
李晓红渊兼冤

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刘晓苏渊至 11 月冤

魏持红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张艺明

刘 翔渊女袁兼冤
张 轩渊兼冤
高建强渊兼冤
陈 奕渊女袁兼冤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 任 丁 坚渊至 12 月冤

周艳阳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袁彬彬渊女冤

郭 王渊兼冤
毛 晨渊兼冤
刘基平渊兼冤
李 波渊女袁兼冤

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
会
主 任 金志标渊兼袁至 12 月冤

冯 雷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王观华

何巧凤渊女袁兼冤
相 江渊兼冤

韩晓枫渊兼冤
赵 静渊女袁兼冤

市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友根渊12 月任冤
副主任 王忆平
市政协机关行政管理处
处 长 葛晓霞渊女冤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 长尧党组书记 时永才
副院长 金 飚渊党组副书记冤

赵建聪渊8 月任冤
顾铮铮渊女冤
弓建明

纪检组长 李 晓渊至 10 月冤
政治部主任 邹霞虹渊女袁5 月任冤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邹霞虹渊女袁至 5 月冤
陈靖宇渊2 月任冤
徐振华渊12 月任冤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尧党组书记 蒋永良
副检察长 李乐平渊党组副书记冤

蒋伟平渊女冤
何洪辉
张 媛渊女冤

纪检组长 谢石飞 渊至 12 月冤
政治部主任 王 卫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顾 甦渊2 月任冤
李勇忠渊2 月任冤

中共无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渊与市监察局合署办公冤

书 记 王唤春
副书记 赵建聪渊至 9 月冤

许 峰
孙 英渊女袁5 月任冤
方 力渊9 月任冤

常 委 许麟秋
吴建明渊至 7 月冤
钱 群渊女冤
陈 熹
程 波渊9 月任冤
李 晓渊9 月任冤

市委巡视巡察工作办公室渊2016.12
更名为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冤
主 任 许麟秋
副主任 徐俊友

人民团体窑民主党派

无锡市总工会
主 席 陈德荣
副主席 管海燕渊女袁党组书记冤

王觉民渊女冤
周国祥

纪检组长 胡君松
共青团无锡市委员会
书 记 周子川渊党组书记冤
副书记 马 剑

吴莉萍渊女冤
俞政业

纪检组长 马 剑
无锡市妇女联合会
主席尧党组书记 夏晓春渊女冤
副主席 王 健渊女冤

陈锡云渊女冤
杭向丽渊女冤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主 席 金征宇渊兼冤
副主席 王友根渊党组书记袁

至 12 月冤
陆伟中
钱俊方
周 方渊女冤
翁震平渊兼袁至 12 月冤
陈 曦渊兼冤
何丽梅渊女袁兼冤
金秋萍渊女袁兼冤
赵 阳渊兼冤

无锡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席 冯 雷渊至 12 月冤
副主席 张 筠渊女冤

韩晓枫渊兼冤
钱丽忠渊女袁兼冤
许晓椿渊兼冤

无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席 金元兴
党组书记 陆惠玲渊女冤
副主席 董 晓

张振华渊兼袁至 10 月冤
过旭明渊兼袁10 月任冤
刘仲宝渊兼冤
许益民渊兼袁10 月任冤
建 伟渊兼袁至 10 月冤
王建源渊兼袁至 10 月冤
梁 元渊兼袁10 月任冤
曹建平渊兼袁10 月任冤

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席尧党组书记 李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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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王铭涛
王海宝渊兼冤
韩 宁渊女袁兼冤
李伟刚渊兼冤
谭 军渊兼冤
符惠明渊兼冤

无锡市残疾人联合会
理事长尧党组书记 刘 翔

渊女袁至 12 月冤
副理事长 王 元

朱永彬
徐 斌渊12 月任冤
韩庆东渊兼冤

无锡市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 周海江渊兼冤
副主席 单康圻渊党组书记袁至 12月冤
钱文琴渊女冤

王海宝
窦 林
俞 波渊12 月任冤
张 健渊兼冤
周 江渊兼冤
温秀芳渊女袁兼冤
蒋东良渊兼冤
龚育才渊兼冤
高岳峰渊兼冤
赵正红渊女袁兼冤
严 奇渊兼冤
黄丽泰渊女袁兼袁至 12 月冤
谢菊宝渊兼袁至 12 月冤
华若中渊兼袁至 12 月冤
陈卫宏渊兼袁至 12 月冤
潘宵燕渊女袁 兼袁至 12 月冤
张 雷渊兼袁至 12 月冤
蒋益军渊兼袁至 12 月冤

中国国际贸促会无锡市支会
会长尧党组书记 徐惠娟渊女冤
副会长 金孟安
纪检组长 杨晓锋
无锡市红十字会
会 长 华博雅渊女袁兼冤
党组书记尧常务副会长

殷兰青渊女袁12 月任冤
专职副会长 冯淑静渊女袁12 月任冤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锡市委员
会
主 委 张丽霞渊女袁兼冤
副主委 张 筠渊女袁兼冤

王 晋渊女冤
姜 科渊兼冤
徐 雯渊女袁兼袁11 月任冤

中国民主同盟无锡市委员会
主 委 高亚光渊女袁兼冤

副主委 皮何总
毛 晨渊兼袁至 11 月冤
何丽梅渊女袁兼冤
洪 雅渊女袁兼袁11 月任冤
崔荣荣渊兼袁11 月任冤

中国民主建国会无锡市委员会
主 委 华博雅渊女袁兼冤
副主委 许建樟

丁 峰渊兼袁至 12 月冤
徐重远渊女袁兼袁至 12 月冤
苏伟生渊兼袁至 12 月冤
毛加弘渊女袁兼袁12 月任冤
王 萍渊女袁12 月任冤
冼 薇渊女袁兼袁12 月任冤
陈卫宏渊兼袁12 月任冤

中国民主促进会无锡市委员会
主 委 章一中渊兼袁至 12 月冤

金元兴渊兼袁12 月任冤
副主委 金元兴渊兼袁至 12 月冤

李 宁渊女袁兼袁至 12 月冤
杨瑞金渊兼冤
吴国平渊兼冤
惠 莲渊女袁12 月任冤
康立为渊兼袁12 月任冤

中国农工民主党无锡市委员会
主 委 曹锡荣渊兼袁至 12 月冤

韩晓枫渊兼袁12 月任冤
副主委 韩晓枫渊兼袁至 12 月冤

汤忠元
蔡建平渊兼袁至 12 月冤
唐家梁渊兼冤
张 琦渊兼袁12 月任冤
夏加增渊兼袁12 月任冤

中国致公党无锡市委员会
主 委 高 慧渊女冤
副主委 吴红星渊兼冤

王晓刚渊兼冤
江 波渊兼冤
周丁丁渊女袁兼袁至 11 月冤
龚备英渊女袁兼袁11 月任冤

九三学社无锡市委员会
主 委 程 红渊女袁兼冤
副主委 陈正行渊兼袁至 11 月冤

任克奇
唐 红渊女袁兼冤
陈凤军渊兼冤
何云彪渊兼袁11 月任冤
李 崎渊女袁兼袁11 月任冤
无锡军分区

司令员 叶少军
政 委 柳江南

中央尧省直属部门和外地
主要驻无锡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何敏峰渊女冤
副行长 惠 娟渊女冤

张先忧
黄 华
任 红渊3 月至 12 月冤

纪委书记 郭林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马 晓渊至 6 月冤

程 祥渊6 月任冤
副行长 杜承宇渊女袁至 8 月冤

李 扬渊7 月任冤
张晓明
王海军渊至 7 月冤
何顺炜渊至 9 月冤
崔时松渊10 月任冤
何晓明渊女冤

纪委书记 杜承宇渊女袁8 月任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肖作华渊至 5 月冤

吴荣明
渊5 月任书记袁
7 月任行长冤

党委副书记 张 晶渊12 月任冤
副行长 赵建荣渊至 10 月冤

沈卫兴渊至 3 月冤
张 晶
徐海峰

纪委书记 刘逸晨渊女袁至 3 月冤
沈卫兴渊3 月任冤

风险主管 胡 克渊至 6 月冤
合规官 胡 克渊6 月任冤
工会主任 吕 娟渊女袁至 3 月冤

肖银峰渊12 月任冤
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分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陈杏梅渊女冤
党委副书记尧副行长 陆 铁
渊1 月至 8 月兼任纪委书记冤
副行长 吴永东渊兼纪委书记袁8月任冤

綦 蔚渊女袁至 12 月冤
狄晓东
姚社锋渊至 10 月冤
周学军
黄黎琴渊女袁12 月任冤

中国工商银行无锡分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周 刚
党委副书记 谢晓东
副行长 谢晓东渊至 6 月冤

58



无锡概貌

陈晓春
戴 峰渊女冤
徐骏成渊至 2 月冤
戴 政
朱伊民
蒋晓青渊女冤
蒋 俊渊12 月任冤

纪委书记 戴 政渊至 6 月冤
谢晓东渊6 月任冤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鲁 敏渊至 3 月冤

杨文胜渊3 月任冤
副行长 朱光燕渊兼纪委书记袁

至 12 月冤
廉伟红渊女袁兼纪委书记袁
12 月任冤
朱寿海
盛金才
沈稚先渊至 2 月冤
高 干渊2 月任冤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无锡市分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陶 勇
副行长 王建春

吴明明渊兼任纪委书记袁
至 12 月冤
许 晔渊女袁12 月任冤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党委书记尧行长 杨 凯
副行长 金建明

徐 吉渊1月起兼任纪委书记冤
钱若枫渊女冤
蒋仲芬渊女袁兼任纪委书记袁

至 1 月冤
丁宗红渊11 月任冤

行长助理 丁宗红渊至 11 月冤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无锡分公司
总经理 尤力人
副总经理 彭 军渊兼任纪委书记冤

罗蔚文渊女冤
吴晓羚渊女冤
朱 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
分公司
党委书记尧总经理 张建平
副总经理 毕玉祥渊至 9 月冤

季芯宇
郁 弟渊兼任纪委书记袁
至 9 月冤
张 嵘渊兼纪委书记袁
9 月任冤
周 明

总经理助理 陈 波渊9 月任冤

顾立新渊9 月任冤
无锡市国土资源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吴春林
副局长 杨武亮

马卫明
包 军渊至 7 月冤
陈 艳渊女冤

纪委书记 李安国
无锡海关
关长尧党组书记 谢国柱渊至 5 月冤

李亚萍渊女袁5月任冤
副关长 宋 平

吴方玲渊女袁至 5 月冤
汪莹晖渊女冤
蔡校生渊至 5 月冤
罗相海
郭 健

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张 汀
副局长尧党组成员 张 勇渊9 月任冤

李百胜
陶伟东

党组成员 田林辉
纪检组长 张 勇渊至 9 月冤
无锡市国家税务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江心宁渊至 3 月冤

江武峰渊3 月任冤
副局长 曹建伟

成尔方
朱晋达
陈 熙渊3 月任冤
吕 超渊3 月任冤

总经济师 曹国平
纪检组长 蔡 剑渊至 3 月冤

徐 军渊3 月任冤
无锡市国家安全局
党委书记尧局长 冯进良
无锡市烟草专卖局 渊江苏省烟草公
司无锡市分公司冤
局长尧经理尧党组书记 杨思藻
副局长 范光耀
副经理 王旭明
纪检组长 刘仲凡
无锡市气象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史巧华渊女冤
副局长 朱 玮渊女袁至 2 月冤

马志强
纪检组长 欧阳育红渊至 2 月冤

朱 玮渊女袁2 月任冤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无锡分局
局 长 洪国喜

副局长 沈顺中
吴朝明
赵家福

江苏省无锡地方税务局
局长尧党组书记 丁 源
副局长 胡建光

李 檬渊女袁至 5 月冤
王晓东

总经济师 严 郓
总会计师 李 青
纪检组长 邵 云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 吴浩然渊兼副总经理袁

至 5 月冤
朱 斌渊兼副总经理袁
5 月任冤

总经理 吴 骏渊兼党委副书记袁
至 4 月冤
吴浩然渊兼党委副书记袁
5 月任冤

副总经理 范正满渊至 2 月冤
顾水福
丁建忠
刘 纲渊2 月至 5 月冤

纪委书记 夏伟文
工会主席 张东旭
总会计师 盖志海渊至 2 月冤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党委书记尧总经理 张华林
副总经理 江 冲渊兼任纪委书记袁

至 10 月冤
邹易风渊兼任工会主席冤
金 红渊女冤
孙晓健
蒋 芃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党委书记尧总经理 莫志坚
副总经理 柳高远渊兼纪委书记尧

工会主席冤
张志慧

无锡市盐务管理局
局 长 李汉东渊至 5 月冤

万泽湘渊5 月任冤
副局长 张惠民

说明院该名单反映的是 2016 年
1耀12 月无锡市县渊处冤级以上领导人
员任职情况遥 姓名后括号内为该同
志兼职尧年内职务变动等情况遥

渊市委组织部冤

编辑 邵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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