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城市 大区 省 人口

1 罗马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2,705,603

2 米兰 伦巴第大区 米兰省 1,303,437

3 那不勒斯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975,139

4 都灵 皮埃蒙特大区 都灵省 900,569

5 巴勒莫 西西里大区 巴勒莫省 666,552

6 热那亚 利古里亚大区 热那亚省 615,686

7 博洛尼亚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博洛尼亚省 373,026

8 佛罗伦萨 托斯卡纳大区 佛罗伦萨省 365,966

9 巴里 普利亚大区 巴里省 325,052

10 卡塔尼亚 西西里大区 卡塔尼亚省 301,564

11 威尼斯 威尼托大区 威尼斯省 268,934

12 维罗纳 威尼托大区 维罗纳省 260,718

13 墨西拿 西西里大区 墨西拿省 245,159

14 帕多瓦 威尼托大区 帕多瓦省 210,301

15 的里雅斯特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的里雅斯特省 205,363

16 塔兰托 普利亚大区 塔兰托省 196,369

17 布雷西亚 伦巴第大区 布雷西亚省 190,044

18 普拉托 托斯卡纳大区 普拉托省 185,660

19 雷焦卡拉布里亚 卡拉布里亚大区 雷焦卡拉布里亚省 184,179

20 摩德纳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摩德纳省 180,080

21 帕尔马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帕尔马省 177,069

22 佩鲁贾 翁布里亚大区 佩鲁贾省 161,944

23 里窝那 托斯卡纳大区 里窝那省 160,502

http://www.downloadexcelfiles.com


24 雷焦艾米利亚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雷焦艾米利亚省 159,809

25 卡利亚里 撒丁大区 卡利亚里省 159,312

26 福贾 普利亚大区 福贾省 153,529

27 拉韦纳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拉韦纳省 151,055

28 里米尼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里米尼省 137,523

29 费拉拉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费拉拉省 133,214

30 萨莱诺 坎帕尼亚大区 萨莱诺省 132,790

31 萨萨里 撒丁大区 萨萨里省 128,611

32 锡拉库萨 西西里大区 锡拉库萨省 123,324

33 佩斯卡拉 阿布鲁佐大区 佩斯卡拉省 122,402

34 蒙扎 伦巴第大区 蒙扎省 121,445

35 贝加莫 伦巴第大区 贝加莫省 115,645

36 维琴察 威尼托大区 维琴察省 114,268

37 拉蒂纳 拉齐奥大区 拉蒂纳省 114,063

38 弗利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弗利省 113,605

39 特伦托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 特伦托省 111,718

40 坎帕尼亚朱利亚诺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110,065

41 特尔尼 翁布里亚大区 特尔尼省 109,816

42 诺瓦拉 皮埃蒙特大区 诺瓦拉省 102,595

43 安科纳 马尔凯大区 安科纳省 101,480

44 博尔扎诺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 博尔扎诺省 99,751

45 皮亚琴察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皮亚琴察省 99,625

46 安德里亚 普利亚大区 巴列塔-安德里亚-特拉尼省 98,069

47 乌迪内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乌迪内省 96,750

48 阿雷佐 托斯卡纳大区 阿雷佐省 95,853



49 卡坦扎罗 卡拉布里亚大区 卡坦扎罗省 94,381

50 拉斯佩齐亚 利古里亚大区 拉斯佩齐亚省 94,192

51 切塞纳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弗利-切塞纳省 94,078

52 莱切 普利亚大区 莱切省 93,529

53 巴列塔 普利亚大区 巴列塔-安德里亚-特拉尼省 93,230

54 佩萨罗 马尔凯大区 佩萨罗和乌尔比诺省 92,206

55 亚历山德里亚 皮埃蒙特大区 亚历山德里亚省 91,724

56 布林迪西 普利亚大区 布林迪西省 90,222

57 托雷德尔格雷科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88,918

58 比萨 托斯卡纳大区 比萨省 87,166

59 皮斯托亚 托斯卡纳大区 皮斯托亚省 86,514

60 科莫 伦巴第大区 科莫省 83,265

61 波佐利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83,128

62 马尔萨拉 西西里大区 特拉帕尼省 82,337

63 卢卡 托斯卡纳大区 卢卡省 82,245

64 瓦雷泽 伦巴第大区 瓦雷泽省 82,216

65 特雷维索 威尼托大区 特雷维索省 81,763

66 卡索里亚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81,259

67 塞斯托-聖喬凡尼 伦巴第大区 米兰省 81,032

68 布斯托阿西齐奥 伦巴第大区 瓦雷泽省 80,091

69 卡塞塔 坎帕尼亚大区 卡塞塔省 79,228

70 格罗塞托 托斯卡纳大区 格罗塞托省 77,424

71 杰拉 西西里大区 卡尔塔尼塞塔省 77,311

72 圭多尼亚蒙特切利奥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76,770

73 奇尼塞洛巴尔萨莫 伦巴第大区 米兰省 73,976



74 阿斯蒂 皮埃蒙特大区 阿斯蒂省 73,861

75 拉奎拉 阿布鲁佐大区 拉奎拉省 72,222

76 拉古萨 西西里大区 拉古萨省 72,168

77 克雷莫纳 伦巴第大区 克雷莫纳省 70,883

78 帕维亚 伦巴第大区 帕维亚省 70,678

79 特拉帕尼 西西里大区 特拉帕尼省 70,648

80 夸尔图-圣埃莱娜 撒丁大区 卡利亚里省 70,569

81 拉梅齐亚泰尔梅 卡拉布里亚大区 卡坦扎罗省 70,188

82 科森扎 卡拉布里亚大区 科森扎省 69,868

83 马萨 托斯卡纳大区 马萨-卡拉拉省 69,504

84 波坦察 巴西利卡塔大区 波坦察省 68,252

85 阿尔塔穆拉 普利亚大区 巴里省 67,903

86 伊莫拉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博洛尼亚省 66,658

87 斯塔比亚海堡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65,420

88 卡尔皮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摩德纳省 65,125

89 卡拉拉 托斯卡纳大区 马萨-卡拉拉省 65,021

90 阿普里利亚 拉齐奥大区 拉蒂纳省 64,758

91 阿夫拉戈拉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63,787

92 维亚雷焦 托斯卡纳大区 卢卡省 63,373

93 贝内文托 坎帕尼亚大区 贝内文托省 62,958

94 法诺 马尔凯大区 佩萨诺和乌尔比诺省 61,744

95 萨沃纳 利古里亚大区 萨沃纳省 61,735

96 维多利亚 西西里大区 拉古萨省 61,221

97 菲乌米奇诺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61,145

98 克罗托内 卡拉布里亚大区 克罗托内省 60,673



99 维泰博 拉齐奥大区 维泰博省 60,459

100 卡尔塔尼塞塔 西西里大区 卡尔塔尼塞塔省 60,355

101 莫尔费塔 普利亚大区 巴里省 59,835

102 马泰拉 巴西利卡塔大区 马泰拉省 59,738

103 维杰瓦诺 伦巴第大区 帕维亚省 59,523

104 阿格里真托 西西里大区 阿格里真托省 59,082

105 马拉诺-迪那波利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58,838

106 切里尼奥拉 普利亚大区 福贾省 58,090

107 曼弗雷多尼亚 普利亚大区 福贾省 57,207

108 阿韦利诺 坎帕尼亚大区 阿韦利诺省 56,908

109 莱尼亚诺 伦巴第大区 米兰省 56,726

110 圣雷莫 利古里亚大区 因佩里亚省 56,269

111 蒙卡列里 皮埃蒙特大区 都灵省 56,223

112 比通托 普利亚大区 巴里省 56,174

113 波蒂奇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56,009

114 埃尔科拉诺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55,952

115 福利尼奧 翁布里亚大区 佩鲁贾省 55,645

116 圣塞韦罗 普利亚大区 福贾省 55,560

117 法恩扎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拉韦纳省 55,504

118 巴盖里亚 西西里大区 巴勒莫省 55,272

119 基耶蒂 阿布鲁佐大区 基耶蒂省 55,260

120 库内奥 皮埃蒙特大区 库内奥省 54,687

121 莫迪卡 西西里大区 拉古萨省 53,869

122 比谢列 普利亚大区 巴列塔-安德里亚-特拉尼省 53,841

123 锡耶纳 托斯卡纳大区 锡耶纳省 53,809



124 特拉尼 普利亚大区 巴列塔-安德里亚-特拉尼省 53,535

125 卡瓦德蒂雷尼 坎帕尼亚大区 萨莱诺省 53,314

126 泰拉莫 阿布鲁佐大区 泰拉莫省 53,263

127 阿奇雷亚莱 西西里大区 卡塔尼亚省 52,702

128 波梅齐亚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52,571

129 阿切拉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52,403

130 阿韦尔萨 坎帕尼亚大区 卡塞塔省 52,309

131 蒂沃利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51,847

132 阿斯科利皮切诺 马尔凯大区 阿斯科利皮切诺省 51,503

133 奇维塔韦基亚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51,375

134 马扎拉-德尔瓦洛 西西里大区 特拉帕尼省 51,369

135 罗维戈 威尼托大区 罗维戈省 51,193

136 坎波巴索 莫利塞大区 坎波巴索省 51,140

137 韦莱特里 拉齐奥大区 罗马省 51,021

138 基奥贾 威尼托大区 威尼斯省 50,888

139 巴蒂帕利亚 坎帕尼亚大区 萨莱诺省 50,769

140 斯卡法蒂 坎帕尼亚大区 萨莱诺省 50,735

141 那不勒斯省卡萨尔诺沃 坎帕尼亚大区 那不勒斯省 50,537

142 波代诺内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波代诺内省 50,518

143 罗镇 伦巴第大区 米兰省 50,345

144 奥尔比亚 撒丁大区 奥尔比亚-滕皮奥省 50,150

对于其它的格式访问：www.downloadexcelfiles.com

原始来源

http://www.downloadexcelfiles.c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E5%9F%8E%E5%B8%82%E5%88%97%E8%A1%A8

	Local Disk
	D:\Yaashika\Excel list\Countries\Cities-World\Italy\Chinese\意大利城市名单.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