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 姓名 职务
办公电

话
类别

谈静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227032 新闻发言人
吴轼 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 2224543 新闻发言人

李冬鹏 副秘书长 2125838 新闻发言人
聂亮超 调研科科长 2125869 新闻发言人助理
王萍 调研科三级主任科员 2125257 联络人

文华 市政府秘书长 2123683 新闻发言人
唐玉军 会务科科长 2219138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庄海青 市政协副秘书长 2130989 新闻发言人
孟月皎 综合科科长 2130839 新闻发言人助理

林雪媛 综合科一级科员 2130116 联络人

赖晓明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2230536 新闻发言人
高禄林 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 2232618 新闻发言人助理
周萌 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干部 2258686 联络人

李勇刚 市委副秘书长 2218989 新闻发言人

王永才
信息和应急指挥科科长
（市委总值班室主任）

2256000 新闻发言人助理

张龙腾
信息和应急指挥科副科长
（市委总值班室副主任）

2235530 联络人

练伟光 常务副部长 2886686 新闻发言人
勾腾飞 研究室主任 2114486 新闻发言人助理
邵骏 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 2114147 联络人

闵云童 常务副部长 2393308 新闻发言人
周声芳 办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邹桦 常务副部长 2129006 新闻发言人

李洪波 综合科科长 2221621 新闻发言人助理
李璞玉 综合科副科长 2231985 联络人
朱江 常务副书记 2288000 新闻发言人

李荣帅 办公室主任 8643065 新闻发言人助理
俞友康 二级调研员 2255290 新闻发言人
李冰倩 综合科科长 2120702 新闻发言人助理
费旭亮 综合科副科长 2222896 联络人
吴鲜 市互联网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 2393833 新闻发言人

崔海克 网络传播和社会工作科科长 2222161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金伟 副主任 2125068 新闻发言人

郑民嘉 礼宾与新闻科科长 2125404 新闻发言人助理
刘宸 礼宾与新闻科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 2161129 联络人

阳双双 副主任 2126373 新闻发言人
林泽锐 综合科科长 2119851 新闻发言人助理
陈彦龙 综合科副科长 2126121 联络人
彭程 副主任 2229557 新闻发言人
刘俊 秘书科科长 2319161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黄远鸿 副主任 2287730 新闻发言人
王佼佼 综合科科长 2287879 新闻发言人助理
王东明 台胞工作站副站长 2287739 联络人
吴玉仁 副局长 2258618 新闻发言人
陈旭钊 办公室负责人 2216805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中共珠海市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珠海市委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珠海市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珠海市委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珠海市委台港澳工作
办公室

中共珠海市委老干部局

中共珠海市委办公室

中共珠海市委组织部

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珠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珠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珠海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珠海市委员会

中共珠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珠海市监察委员会机关

2023年珠海市新闻发言人名单

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

市纪委监委、市委工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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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幸 副主任 2135991 新闻发言人
唐玉军 会务科科长 2219138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高飞 副局长 2231291 新闻发言人

曹芳丹 办公室主任 2139861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谢芳 副局长 2123985 新闻发言人

张金伟 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科科长 2121429 新闻发言人助理
王雅玲 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科二级主任科员 2120129 联络人
戴 舸 副局长 2229902 新闻发言人
邱文涛 办公室主任 2229968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施洋 副局长 2538980 新闻发言人

古钧丞 办公室主任 2217835 新闻发言人助理
黄晓冰 文员 2221325 联络人
邓文 副局长 8646266 新闻发言人

赵立群 新闻办主任 8642126 新闻发言人助理
胡春 新闻办副主任 8641934 新闻发言人助理
张军 四级警长 8641933 联络人

吴红卫 副局长 2311866 新闻发言人
姜婷婷 办公室主任 2311283 新闻发言人助理
李越 办公室（政策法规科）一级科员 2311086 联络人

李  凯 副局长 2232702 新闻发言人
谢  燕 秘书科科长 2662052 新闻发言人助理
罗小荣 办公室主任 2662017 联络人
何  瑾 党组成员、副局长 2510856 新闻发言人
吴利锋 办公室主任 2510758 新闻发言人助理
吕德浩 预算科科长 2602054 新闻发言人助理
陈子豪 办公室一级科员 2510852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郭丽云 党组成员、副局长 2128885 新闻发言人
赵妍甄 政策法规科科长 2128279 新闻发言人助理
关鹏 政策法规科二级主任科员 2128173 联络人
李清 总规划师 3268966 新闻发言人

陈浩骏 办公室主任 3268012 新闻发言人助理
李晓平 四级主任科员 3268192 联络人
陈海远 党组成员、副局长 2223063 新闻发言人
罗洁琼 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2155116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刘苑平 副局长 2224292 新闻发言人
陆海华 办公室主任 2222120 新闻发言人助理
梁荣乐 办公室副主任 2661111 联络人
魏永民 副局长 2265003 新闻发言人
黄曦 办公室副主任 2262556 新闻发言人助理

郭晓琪 宣传干事 2262987 联络人
马健 四级调研员 2611855 新闻发言人
程远 四级调研员 2262603 新闻发言人助理
秦力 职员 2268225 联络人

郑焕松
市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

记、市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
2228789 新闻发言人

杨勇 渔业管理科科长 2268535 新闻发言人助理
张晓梅 执法监督科科长 2268977 新闻发言人助理
李征 四级主任科员 2268076 联络人

张廷友 副局长 2113038 新闻发言人
柯佳敏 统筹规划科副科长 2159823 新闻发言人助理
谭滔 统筹规划科科员 2159861 联络人

林晓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2661799 新闻发言人
李伟华 办公室主任 2661665 新闻发言人助理
张茜 办公室副主任 2661523 联络人

罗福智 党委委员、副局长 2219793 新闻发言人
李宁 科教宣传科科长 2188239 新闻发言人助理
叶莹 科教宣传科四级主任科员 2131531 联络人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

珠海市水务局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

珠海市商务局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珠海市民政局

珠海市司法局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

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珠海市公安局

市政府工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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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筠 副局长 2218877 新闻发言人
布军 四级调研员 2311382 新闻发言人助理

邱瑶瑶 工作人员 2218973 联络人
魏县汉 党委委员、副局长 2155855 新闻发言人
赵婧 新闻宣传科（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2155500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邓  斌 党组成员、副局长 2156566 新闻发言人
孙幼娇 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2156391 新闻发言人助理
梁莹莹  市委审计委员会秘书科四级主任科员 2156805 联络人
叶  丹 党委委员、副主任 2637202 新闻发言人
李毅强 办公室主任 2514368 新闻发言人助理
张  翌 规划发展科科长 2514899 新闻发言人助理
纪  成 办公室副主任 2260636 联络人
邓未 副局长 2622075 新闻发言人

贺卫国 办公室主任 2622571 新闻发言人助理
刘宾山 办公室副主任 2622012 联络人
邓  芳 总统计师 2120890 新闻发言人
熊  蓓 综合核算科科长 2120270 新闻发言人助理
罗振华 综合核算科副科长 2120891 联络人
王同兴 副局长 2138880 新闻发言人
刘尚林 办公室主任 2138770 新闻发言人助理
郑兵 办公室副主任 2138867 联络人
王攀 党组成员、副局长 2113320 新闻发言人

王自强 总经济师 2113686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余伟权 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2128781 新闻发言人
杨锡华 办公室主任 2128672 新闻发言人助理
刘慧婧 办公室副主任 2128763 联络人
谢树彪 副局长 2538999 新闻发言人
石兴梅 办公室主任 2538261 新闻发言人助理
许珺 工作人员 2538899 联络人

王智斌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2666018 新闻发言人
何娟 宣传科科长 2666685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叶祖怀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2611616 新闻发言人
蔡小强 办公室主任 2612066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刘德求 党组成员、副主席 2132005 新闻发言人
李姗 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 2138020 新闻发言人助理

聂咏怡 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一级科员 2119564 联络人
李少源 副书记 2609007 新闻发言人
蔡秋园 宣传与统战联络部部长 2177850 新闻发言人助理
金心玲 宣传与统战联络部工作人员 2682365 联络人
焦维凤 副主席 2258180 新闻发言人
车蜀湘 宣传发展部部长 2212694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王志学 党组成员、副主席 3336332 新闻发言人
谢益云 办公室主任 3339506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冯荣花 党组成员、副主席 3369632 新闻发言人
李曼 办公室主任 3330093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吴洪 副主席 3338892 新闻发言人
邓乐 办公室主任 2286120 新闻发言人助理

梁德新 四级主任科员 3211109 联络人
刘煜 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2771860 新闻发言人
徐洪 办公室主任 2771876 新闻发言人助理

方凯珍 工作人员 2771913 联络人
田建林 党组成员、副会长 8890898 新闻发言人
卓伟浩 办公室主任、法律与联络部部长 8289228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陈勇 秘书长 2257797 新闻发言人

孔俊桂 二级主任科员 2219580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珠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珠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珠海市分会

珠海市红十字会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珠海市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珠海市委员会

珠海市妇女联合会

珠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珠海市统计局

珠海市医疗保障局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

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珠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珠海市应急管理局

珠海市审计局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各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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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莉 党组成员、副主席 2120690 新闻发言人
豆兴 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2231718 新闻发言人助理
赵楠 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2120876 联络人

孙海波 办公室副主任 8161266 新闻发言人
李婧 办公室新闻办主任 8161055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施阳春 政治处科长 8166223 新闻发言人
张子恒 政治处一级警长 8166210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梁宗盛 政委 3362566 新闻发言人
钟世钰 副局长 3359437 新闻发言人
叶俊勇 指挥中心副主任 3339714 新闻助理
杨怡迪 四级主办 3334457 联络人
孙晓光 副局长 3339725 新闻发言人
张波 指挥中心主任 3191125 新闻发言人助理

汪远明 党群工作部主任 3330027 联络人
陈昱萱 副支队长 8619885 新闻发言人
刘拓 副支队长 8613006 新闻发言人

罗建棠 全媒体中心主任 8619800 新闻发言人助理
黄楚珠 工作人员 8619817 联络人
吴永红 党委委员、副局长 3216996 新闻发言人
邱利莎 办公室主任 3216167 新闻发言人助理
罗岳艺 四级主办 3216517 联络人
郭湧 总工程师 2118073 新闻发言人

甘红梅 航管科科长 2118892 新闻发言人助理
朱芮青 文秘 2118526 联络人
于岗 三级调研员 2120292 新闻发言人

黄海彦 综合法规科副科长 2120207 新闻发言人助理
江雪伦 四级主任科员 2120619 联络人
向前 副总经理 3266638 新闻发言人
杨洁 办公室主任 3266668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李振聪 副总经理 2862721 新闻发言人
邱晓丹 党建工作部主任 2867617 新闻发言人助理
沈诗鸣 企业文化及宣传管理专责 2867686 联络人
黄俊明 局长 2110113 新闻发言人
赵惠 行业管理科科长 2110922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李剑 副行长 3328599 新闻发言人

谢仲谦 办公室主任 3328173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李志刚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516218 新闻发言人
袁  珂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网信办主任 2519561 新闻发言人助理、联络人
蔡开锐 区委办、区府办副主任 2529281 新闻发言人助理
智  然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7262868 新闻发言人
胡瑶庆 区委办（区府办）副主任 7266823 新闻发言人助理
赵一沣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7262126 新闻发言人助理
邝莲爱 区委宣传部一级科员 7261892 联络人
李丛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780108 新闻发言人

王小丹 区委办（区府办）副主任 2780019 新闻发言人助理
谭靖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2781152 联络人

王建灵 区党工委副书记 3629090 新闻发言人
张  苹 区党群工作部部长 3633491 新闻发言人助理
李建军 区党群工作部宣传科负责人 3626747 联络人
翁文沛 临时党委副书记 8687399 新闻发言人
李泽华 党政办公室临时负责人 8687997 新闻发言人助理
邓青 党政办公室副科长 8686378 联络人

金湾区

斗门区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鹤洲新区筹备组

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

珠海市烟草专卖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供电局

珠海市邮政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

香洲区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珠海海事局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珠海市税务局

广东省珠海航道事务中心

珠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拱北海关

中央、省驻珠部分单位

各区、经济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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