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市委

边立明 市委常委、秘书长 83105595、83546304（传真）

2 杜新山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3105595、83546304（传真）

3 市人大 刁爱林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83232069、83232814（传真）

4 市政府 赖志鸿 副市长 83123468、83123537（传真）

5 市政协 刘德挺 副秘书长 37595077、37595123（传真）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振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83210073、83210073（传真）

2 市人民检察院 李学东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38282910、38280614（传真）

广州市委有关部门及中央驻穗相关单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市纪委监委
钟广静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83631727、83631747（传真）
周志斌 市纪委常委、秘书长

2 市委办公厅 王长江 副主任 83103103、83103114（传真）

3 市委组织部 罗树良 常务副部长 83104811、83104852（传真）

4 市委宣传部 朱小燚 副部长、市新闻办主任 83105595、83546304（传真）

5 市委统战部 江帆 副部长、市侨办主任 83105366、83105365（传真）

6 市委政法委 岳向阳 副书记 83105678、83104600（传真）



7
市委政研室（市委

改革办）
黄健仙 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83103248、83103217（传真）

8 市委外办 邓昌雄 副主任 83550487、83550640（传真）

9 市委军民融合办 朱树明 一级调研员（市管） 86119896、86119903（传真）

10 市委台办 陈少华 副主任 83105037、83546681（传真）

11 市直机关工委 邓海峰 副书记 83104336、83104314（传真）

12 广州海关 李崧 办公室主任 81107505、81103026（传真）

13 黄埔海关 张胜 办公室主任 82132217、82221506（传真）

14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

市税务局
韩流柱 副局长 38002530、38002599（传真）

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市政府办公厅
邓毛颖 市政府副秘书长

83123468、83123537（传真）

温炎基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2
市发展改革委

（市大湾区办）

李海洲 党组书记、主任

83125827、83123670（传真）韩涛 副主任

章旺平 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

3 市教育局 陈学明 副局长 22083759、22083630（传真）

4 市科技局 王洪成 一级调研员（市管） 83124016、83340441（传真）

5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叶嵩 二级巡视员 83123908、83123912（传真）

6 市民族宗教局 邝伟斐 副局长 81035438、81035238（传真）

7 市公安局 杨炳升 副局长 83118166、83323894（传真）

8 市民政局 庞红瑶 二级巡视员 83322871、83326805（传真）



9 市司法局 谭祥平 副局长 83100026、83362343（传真）

10 市财政局 姚露 党组书记、局长 38923123、38923125（传真）

1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陈敏 二级巡视员 83318606、83365482（传真）

12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华而实 总规划师 83367180、83323786（传真）

13 市生态环境局 郑则文 一级调研员（市管） 83203196、83203200（传真）

14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王保森 副局长 83124404、83124404（传真）

15 市交通运输局

沈颖 党组书记、局长

38180089、85239333（传真）张 孜 副局长

邹小江 总工程师

16 市水务局 喻细明 一级调研员（市管） 88521141、88521346（传真）



17 市农业农村局 李彬 副局长 36377101、86395557（传真）

18 市商务局 罗政 副局长 81080870、81080870（传真）

19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吴青松 副局长 38925503、38925520（传真）

20 市卫生健康委 张屹 副主任 83199785、83340210（传真）

2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李启新 副局长 83638179、83638001（传真）

22 市应急管理局 詹少卿 副局长 83189102、83189129（传真）

23 市审计局 董学士 副局长 83775012、83863648（传真）

24 市国资委 崔彦伦 副主任 83125721、83125611（传真）

25 市市场监管局 丁力 副局长 85592246、85595434（传真）

26 市体育局 林燕芬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38796441、38796361（传真）

27 市统计局 冯俊 副局长 83126260、83342491（传真）



28 市医保局 林立 副局长 31710225、87666236（传真）

29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何华权 副局长 83171677、83171650（传真）

30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
谭礼和 二级巡视员 83639388、83639300（传真）

31 市来穗人员服务局 陈运则 副局长 81618810、81618852（传真）

32 市政府研究室 李文新 副主任 83123224、83310164（传真）

33 市信访局 陆志英 副局长 81268574、81268574（传真）

34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
梁文谦 副局长 38920878、38920880（传真）

35 广州空港委 冯志坚 副主任 83216563、36062000（传真）

36 市港务局 刘义发 副局长 83050322、83050201（传真）

37 市林业园林局 吴敏 副局长 83825620、83766170（传真）



38 市气象局 贾天清 副局长 66619614、31166661（传真）

39 市消防救援支队
李永生 政治委员

38766217、38766048（传真）
马从波 副支队长

40 广州海事局 尹强 副局长 37051313、37051324（传真）

广州市群团院校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市总工会 王玉琴 副主席、女职委主任 83188113、83343184（传真）

2 团市委 李劲 副书记 81365628、81362514（传真）

3 市妇联 李艳林 副主席 87386601、87386655（传真）

4 市科协 曾雪玲 副主席 83492862、83590084（传真）

5 市社科联 郭德焱 专职副主席 87558746、38482305（传真）



6 市文联 陈永亮 专职副主席 83558278、83552377（传真）

7 市工商联 余剑春 副主席 86199779、36243788（传真）

8 市贸促会 张彦 副主任 37853083、37853099（传真）

9 市协作办 陈震 副主任 81269821、81269824（传真）

10 市供销社 叶兴仁 理事会副主任
61186012、61186080、

61186016（传真）

11 市红十字会 黎晴 副会长 83571592、83500529（传真）

12 广州大学 聂贵新 党委副书记 39366058、39366168（传真）

13 广州医科大学 陈小兵 党委常委、副校长（正厅级） 37103026、37103099（传真）

广州市各区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越秀区委 王静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3268137、83268023（传真）

2 越秀区政府 肖逢春
副区长、核心区管委会主任，北京街党工委

书记
83268319、83268305（传真）

3 海珠区委 孙伟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9088100、89088841（传真）

4 海珠区政府 傅晓初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89088811，89088592（传真）

5 荔湾区委 徐明曦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1599837、81599824（传真）

6 荔湾区政府 李锋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81813479、81813479（传真）

7 天河区委 饶洁怡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38622179、38622178（传真）

8 天河区政府 邓萍 副区长 38622008、38623506（传真）

9 白云区委 戴建生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6391613、86580387（传真）

10 白云区政府 杨颜泽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36680515、36597436（传真）



11 黄埔区委 梅声洪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2378762，82378762（传真）

12 黄埔区政府 王大通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82375431、82378682（传真）

13 番禺区委 文曦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4636231、84635421（传真）

14 番禺区政府 麦洁萍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84636032、84636860（传真）

15 花都区委 李慧容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36899107、36899108（传真）

16 花都区政府 王勇 区委常委、副区长 36899107、36899108（传真）

17 南沙区委 孙勇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4985357、84985638（传真）

18 南沙区政府 魏敏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39053662、84986234（传真）

19 从化区委 骆志雄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87922221，87920565（传真）

20 从化区政府 黄小海 副区长 87928410、87931014（传真）

21 增城区委 廖平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32829146、32829149（传真）



22 增城区政府 林怡辉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32828682、82753117（传真）

广州市国有企业与商圈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新闻发言人 职 务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1 广汽集团 尹捷 宣传部/品牌公关部部长（总助级） 83151139、83150335（传真）

2 越秀集团 李锋 首席资本运营官 88836888、88836888（传真）

3 广药集团 黄佩 宣传部部长、企业文化部长、办公室副主任 66281062、81216498（传真）

4 广州地铁集团 蔡昌俊 副总经理 83106520、83106611（传真）

5 城投集团 李滋新 副总经理 83061510、83061532（传真）

6 岭南商旅集团 张涌 党委副书记 86266715、83873715（传真）

7 无线电集团 梁玉琴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38698381、38697051（传真）

8 公交集团 刘伟 副总经理 83525901、83525870（传真）



9 广州港集团 宋小明 副总经理 83050899、83051118（传真）

1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杨滨 办公室主任 38816103、38883144（传真）

1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胡拓 办公室主任
14715001592、61036666（传

真）

12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李劲 办公室主任

18620010381、22992299（传

真）

1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广州供电局
苏志鹏 副总经理 85516288、87500069（传真）

1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张东升 南航营销委副主任兼市场部总经理
86113086、86658984（传真）

15 黄娅 南航股份地服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6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

局
张欣豪 党建工作部主任 38119600、38119800（传真）

17 北京路商圈 练坚娟 广州北京路文化核心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83036049、83036049（传真）

18 上下九商圈 李天放 华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1399415、81711236（传真）

19 天河路商圈 温玉华 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 38622697、38622877（传真）

20 汉溪长隆商圈 周胜宏 长隆集团办公室副主任 84780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