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健康系统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2019年1月）

序号 省份

新闻发言人 新闻工作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1 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

高小俊 副巡视员 姚铁男 处长 010-83970598 010-83970596   

2 天津市               
卫生健康委

何  鹏 二级巡视员 孟  欣 处长 022-23337752 022-23337750   

3 河北省               
卫生健康委

徐春芳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王  鹏 处长 0311-66165813 0311-66165053

4 山西省               
卫生健康委

阴彦祥   省爱卫会专职副主任 郝东亮   副处长 0351-3580529 0351－3581526  

5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

伏瑞峰 副主任 李试诚 处长 0471-6946786 0471-6612029

6 辽宁省               
卫生健康委

宋良伟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姜雪菲 处长 024-23382690 024-2337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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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吉林省               
卫生健康委

张  力 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福安 处长 0431-88906337 0431-88904860  

8 黑龙江省             
卫生健康委

魏新刚 党组书记、主任

马庆志 处长 0451-85971117 0451-87096793  

李维东 党组成员、副主任

9 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  

郑  锦 党组副书记 王  彤 处长 021-23117960 021-83090080

10 江苏省                
卫生健康委

朱  岷
副主任、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何  青 处长 025-83620920 025-83620960   

11 浙江省               
卫生健康委

马伟杭 巡视员 林  莉   副处长 0571-87709297 0571-87709079  

12 安徽省               
卫生健康委

杜昌智 副主任 董亚杰 处长 0551-62998088 0551-6299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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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建省               
卫生健康委

陈  辉 副主任 林世才 处长 0591-87805816 0591-87828659     

14 江西省                
卫生健康委

朱烈滨 副主任 聂冬平 处长 0791-86250859 0791-86252886     

15 山东省               
卫生健康委

于富军 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恩建 处长 0531-67876287 0531-67876367      

16 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

周  勇 副巡视员 杨力勇 处长 0371—85961075 0371—85954869

17 湖北省               
卫生健康委

涂明珍 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  敏 处长 027-87576392 027-87576391                                

18 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

彭振国 党组成员 、副主任 唐玉萍 处长 0731-84828622 0731-84822119     

19 广东省               
卫生健康委

徐庆锋
党组成员、副主任、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廖俐珍 处长 020-83322225 020-833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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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

梁  远 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  松 处长 0771-2813180 0771-2800243              

21 海南省               
卫生健康委

周国明 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建洪 处长 0898-65388313 0898-65388312  

22 重庆市               
卫生健康委

周  林 副主任 袁礼文 处长 023-67844561 023-67844486   

23 四川省               
卫生健康委

张  涛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唐宇驰 处长 028-86139785 028-86135627   

24 贵州省               
卫生健康委

皮宇飞 党组成员 李梦蓉 处长 0851-86836603  0851-86836603    

25 云南省                
卫生健康委

李善荣 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毅鹏 处长 0871-67195391 0871-67195391  

26 西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

许培海 副主任 国  吉 处长 0891-6289701 0891-628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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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陕西省               
卫生健康委

刘  岭 党组成员、副主任 薛  寒 处长 029-89620660 029-89620665   

28 甘肃省                
卫生健康委

尚裕良 党组书记 苏  平 处长 0931-4818847 0931-8408671  

29 青海省                
卫生健康委

李秀忠   副主任 唐红梅 处长 0971-8220374 0971-8239212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

阮越盛 副主任 李  萍 处长 0951-6085270 0951-6088220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

张刚强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王  丽 处长 0991-8535859 0991-8560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