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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推荐名单

13 个设区市共推荐乡镇（街道）139 个、村（社区）197 个

南京市：乡镇（街道）0 个、村（社区）18个

一、乡镇（街道）

无

二、村（社区）

1. 江宁区（7）：汤山街道青林社区、禄口街道曹村村、

湖熟街道尚桥社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秣陵街道盛家桥社

区、江宁街道大庙村、谷里街道柏树村

2. 六合区（5）：程桥街道金庄社区、竹镇镇大泉村、马

鞍街道黄岗村、冶山街道石柱林社区、金牛湖街道长山社区、

3. 浦口区（1）：汤泉街道陈庄村

4. 高淳区（3）：桠溪街道瑶宕村、漆桥街道中心村、东

坝街道傅家坛村

5. 溧水区（2）：石湫街道横山村、和凤镇沈家山村

无锡市：乡镇（街道）9个、村（社区）14个

一、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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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阴市（5）：夏港街道、利港街道、申港街道、徐霞

客镇、月城镇

2. 梁溪区（4）：黄巷街道、广益街道、北大街街道、清

名桥街道

二、村（社区）

1. 江阴市（5）：祝塘镇五福村、顾山镇红豆村、青阳镇

塘头桥村、南闸街道泗河村、璜土镇璜土村

2. 滨湖区（2）：胡埭镇鸿翔村、胡埭镇立人社区

3. 惠山区（7）：阳山镇桃园村、洛社镇万马村、洛社镇

杨西园村、洛社镇张镇桥村、洛社镇福山村、玉祁街道南联

村、玉祁街道黄泥坝村

徐州市：乡镇（街道）13 个、村（社区）15个

一、乡镇（街道）

1. 睢宁县（2）：官山镇、庆安镇

2. 贾汪区（1）：江庄镇

3. 经开区（1）：徐庄镇

4. 邳州市（4）：赵墩镇、邹庄镇、议堂镇、燕子埠镇

5. 新沂市（5）：唐店街道、合沟镇、新店镇、邵店镇、

时集镇

二、村（社区）

1. 睢宁县（2）：岚山镇邢圩村、庆安镇杨圩村

2. 贾汪区（2）：大吴街道小吴村、大吴街道湖里村

3. 经开区（2）：岗楼村、土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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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铜山区（4）：黄集镇黄西村、柳泉镇套里村、伊庄镇

马集村、柳泉镇高皇村

5. 邳州市（3）：赵墩镇郭口村、邹庄镇古宅村、议堂镇

议堂村

6. 新沂市（2）：北沟街道塔山村、窑湾镇三桥村

常州市：乡镇（街道）10 个、村（社区）13个

一、乡镇（街道）

1. 金坛区（2）：尧塘街道、西城街道

2. 武进区（2）：湖塘镇、横林镇

3. 天宁区（3）：雕庄街道、青龙街道、红梅街道

4. 钟楼区（3）：北港街道、永红街道、西林街道

二、村（社区）

1. 溧阳市（3）：别桥镇塘马村、溧城街道八字桥村、上

兴镇余巷村

2. 金坛区（1）：尧塘街道谢桥村

3. 武进区（4）：雪堰镇新康村、洛阳镇马鞍村、嘉泽镇

成章村、湟里镇武宜村

4. 新北区（4）：罗溪镇邱庄村、魏村街道青城村、奔牛

镇东桥村、奔牛镇新市村

5. 天宁区（1）：郑陆镇丰北村

苏州市：乡镇（街道）10 个、村（社区）18个

一、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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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家港市（2）：杨舍镇、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2. 常熟市（4）：碧溪街道、辛庄镇、古里镇、支塘镇

3. 昆山市（1）：周庄镇

4. 吴江区（1）：同里镇

5. 吴中区（1）：太湖街道

6. 相城区（1）：澄阳街道

二、村（社区）

1. 张家港（1）：杨舍镇福前村

2. 常熟市（3）：莫城街道燕巷村、梅李镇瞿巷村、沙家

浜镇芦荡村

3. 太仓市（3）：城厢镇万丰村、浮桥镇方桥村、璜泾镇

杨漕村

4. 昆山市（3）：陆家镇陈巷村、锦溪镇长云村、张浦镇

尚明甸村

5. 吴江区（2）：同里镇北联村、同里镇肖甸湖村

6. 吴中区（4）：金庭镇石公村、光福镇香雪村、临湖镇

牛桥村、木渎镇接驾社区

7. 新区（2）：浒墅关镇青灯村、浒墅关镇九图村

南通市：乡镇（街道）15 个、村（社区）18个

一、乡镇（街道）

1. 海安市（2）：海安街道、胡集街道

2. 如皋市（2）：搬经镇、九华镇

3. 如东县（4）：掘港街道、栟茶镇、曹埠镇、河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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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门区（2）：三厂街道、临江镇

5. 启东市（3）：南阳镇、汇龙镇、吕四港镇

6. 通州区（1）：刘桥镇

7. 崇川区（1）：观音山街道

二、村（社区）

1. 海安市（2）：城东镇南阳村、曲塘镇郭楼村

2. 如皋市（1）：搬经镇谢甸村

3. 如东县（1）：双甸镇高前村

4. 海门区（4）：三星镇平山村、太阳村、大石村、余东

镇凤凰村

5. 启东市（4）：经济开发区庙效村、北新镇红阳村、惠

萍镇东兴镇村、王鲍镇建群村

6. 通州区（5）：石港镇睹史院村、金沙街道平桥镇村、

二甲镇余西居、西亭镇草庙村、东社镇香台村

7. 崇川区（1）：陈桥街道树北村

连云港市：乡镇（街道）15 个、村（社区）10个

一、乡镇（街道）

1. 东海县（1）：石梁河镇

2. 灌云县（9）：圩丰镇、小伊镇、图河镇、四队镇、同

兴镇、南岗镇、下车镇、龙苴镇、燕尾港镇

3. 灌南县（1）：北陈集镇

4. 赣榆区（3）：金山镇、石桥镇、厉庄镇

5. 海州区（1）：花果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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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社区）

1. 灌云县（3）：圩丰镇东圩村、杨集镇潮河村、同兴镇

轴北村

2. 灌南县（3）：堆沟港镇刘集村、新集镇新集社区、三

口镇张湾社区

3. 赣榆区（1）：赣马镇司坞村

4. 连云区（2）：高公岛街道高公岛社区、海州湾街道西

墅村

5. 开发区（1）：中云街道西诸朝社区

淮安市：乡镇（街道）9 个、村（社区）15个

一、乡镇（街道）

1. 淮安区（6）：漕运镇、范集镇、车桥镇、顺河镇、淮

城街道、山阳街道

2. 淮阴区（1）：古清口街道

3. 金湖县（2）：戴楼街道、黎城街道

二、村（社区）

1. 淮安区（6）：河下街道华亭村、范集镇大问村、石塘

镇砖桥村、河下街道新路村、平桥镇运河村、漕运镇泾河村

2. 淮阴区（2）：古清口街道干庄村、古清口街道袁集村

3. 洪泽区（1）：朱坝镇曹庄村

4. 涟水县（2）：成集镇条河村、黄营镇朱桥村

5. 金湖县（2）：戴楼街道新塘村、黎城街道任庄村

6. 盱眙县（2）：天泉湖镇陡山村、黄花塘镇芦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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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乡镇（街道）16 个、村（社区）14个

一、乡镇（街道）

1. 响水县（1）：黄圩镇

2. 滨海县（7）：坎北街道、五汛镇、蔡桥镇、天场镇、

通榆镇、八滩镇、界牌镇

3. 阜宁县（1）：沟墩镇

4. 大丰区（8）：草庙镇、万盈镇、西团镇、大桥镇、新

丰镇、小海镇、大中街道

二、村（社区）

1. 东台市（3）：弶港镇巴斗居委会、安丰镇红安村、安

丰镇同明村

2. 射阳县（3）：临海镇五岸居委会、千秋镇沙港村、海

河镇烈士村

3. 建湖县（3）：九龙口镇收成村、恒济镇恒庆村、庆丰

镇董徐村

4. 亭湖区（2）：盐东镇曙阳村、新兴镇新场村

5. 盐都区（3）：大纵湖镇大范村、大纵湖镇三官村、秦

南镇千秋村

扬州市：乡镇（街道）8 个、村（社区）14个

一、乡镇（街道）

1. 高邮市（1）：界首镇

2. 江都区（3）：丁沟镇、浦口镇、樊川镇

3. 广陵区（1）：汤汪乡



— 8—

4. 刊江区（2）：西湖镇、杨寿镇

5. 仪征市（1）：青山镇

二、村（社区）

1. 宝应县（2）：泾河镇灶户村、望直港镇马垛村

2. 广陵区（2）：头桥镇西城村、李典镇田桥村

3. 刊江区（4）：新盛街道新盛社区、杨庙镇赵庄村、蒋

王街道悦来村、蒋王街道四联村

4. 仪征市（5）：大仪镇老坝村、刘集镇六巷村、陈集镇

双圩村、青山镇跃进村、月塘镇铁坝村

5.生态科技新城（1）：泰安镇芒稻村

镇江市：乡镇（街道）9 个、村（社区）20个

一、乡镇（街道）

1. 丹阳市（1）：丹北镇

2. 丹徒区（1）：辛丰镇

3. 镇江新区（1）：姚桥镇

4. 京口区（3）：大市口街道、正东路街道、谏壁街道

5. 润州区（3）：和平路街道、南山街道、金山街道

二、村（社区）

1. 丹阳市（6）：丹北镇宝山村、丹阳开发区建山村、陵

口镇煦庄村、陵口镇陵口村、吕城镇中心村、皇塘镇后亭村

2. 句容市（2）：茅山镇丁家边村、华阳街道赵塘村

3. 扬中市（6）：新坝镇红联村、三茅街道中华村、八桥

镇八桥村、八桥镇红光村、八桥镇幸福村、八桥镇万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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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徒区（4）：上党镇五塘村、上塘镇上会村、世业镇

卫星村、江心园区五套村

5. 镇江新区（2）：姚桥镇儒里村、姚桥镇仲宝村

泰州市：乡镇（街道）15 个、村（社区）14个

一、乡镇（街道）

1. 靖江市（3）：西来镇、季市镇、东兴镇

2. 泰兴市（3）：滨江镇、广陵镇、河失镇

3. 兴化市（8）：戴南镇、陶庄镇、荻垛镇、昌荣镇、新

垛镇、中堡镇、竹泓镇、林湖乡

4. 姜堰区（1）：俞垛镇

二、村（社区）

1. 靖江市（2）：安五村、封家村

2. 泰兴市（3）：珊瑚新村、宁界村、姚垈村

3. 兴化市（4）：陈杨村、安仁村、盐北村、南蒋村

4. 海陵区（2）：罡门村、夏棋社区

5. 高港区（1）：霍堡村

6. 姜堰区（2）：甸河村、周埭社区

宿迁市：乡镇（街道）10 个、村（社区）14个

一、乡镇（街道）

1. 沭阳县（3）：潼阳镇、青伊湖镇、颜集镇

2. 泗阳县（2）：城厢街道、庄圩乡

3. 泗洪县（3）：魏营镇、龙集镇、瑶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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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宿城区（2）：王官集镇、洋北街道

二、村（社区）

1. 沭阳县（3）：潼阳镇潼北村、青伊湖镇马场村、颜集

镇堰下村

2. 泗阳县（4）：城厢街道卜湖居委会、穿城镇颜圩村、

穿城镇砖井村、庄圩乡大楼社区

3. 泗洪县（4）：魏营镇涧北居委会、龙集镇应山居委会、

瑶沟乡官塘村、重岗街道梁庙居委会

4. 宿城区（3）：蔡集镇牛角居委会、洋北镇张庄村、王

官集镇尹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