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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保留名单

（一）保留的报纸驻地方机构名单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

人民日报社北京分社

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

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

人民日报社广东分社

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

人民日报社贵州分社

人民日报社海南分社

人民日报社河北分社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

人民日报社黑龙江分社

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

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

人民日报社吉林分社

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

人民日报社江西分社

人民日报社辽宁分社

人民日报社内蒙古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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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日报社宁夏分社

人民日报社青海分社

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

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

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

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

人民日报社天津分社

人民日报社西藏分社

人民日报社新疆分社

人民日报社云南分社

人民日报社浙江分社

人民日报社重庆分社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安徽记者站

光明日报北京记者站

光明日报大连记者站

光明日报福建记者站

光明日报甘肃记者站

光明日报广东记者站

光明日报广西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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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光明日报贵州记者站

光明日报海南记者站

光明日报河北记者站

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

光明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

光明日报湖南记者站

光明日报吉林记者站

光明日报江苏记者站

光明日报江西记者站

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

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光明日报宁波记者站

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

光明日报青岛记者站

光明日报青海记者站

光明日报厦门记者站

光明日报山东记者站

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

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

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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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光明日报深圳记者站

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

光明日报天津记者站

光明日报西藏记者站

光明日报新疆记者站

光明日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

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

光明日报重庆记者站

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河南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安徽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北京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大连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福建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甘肃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广东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贵州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海南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河北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黑龙江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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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经济日报社湖北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湖南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吉林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江苏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江西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辽宁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内蒙古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宁波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宁夏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青岛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青海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厦门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山东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山西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陕西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上海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四川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天津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西藏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新疆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云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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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经济日报社浙江记者站

经济日报社重庆记者站

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日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日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日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日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日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日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日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日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日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日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日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日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日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日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日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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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日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日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日报厦门记者站

中国日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日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日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日报社上海分社

中国日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日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日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日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日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日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日报重庆记者站

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安徽记者站

科技日报北京记者站

科技日报福建记者站

科技日报甘肃记者站

科技日报广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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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科技日报广西记者站

科技日报贵州记者站

科技日报河北记者站

科技日报河南记者站

科技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科技日报湖北记者站

科技日报湖南记者站

科技日报吉林记者站

科技日报江苏记者站

科技日报江西记者站

科技日报辽宁记者站

科技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科技日报青岛记者站

科技日报厦门记者站

科技日报山东记者站

科技日报山西记者站

科技日报陕西记者站

科技日报上海记者站

科技日报深圳记者站

科技日报四川记者站

科技日报天津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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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科技日报新疆记者站

科技日报云南记者站

科技日报浙江记者站

科技日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重庆记者站

工人日报 工人日报安徽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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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工人日报北京记者站

工人日报大连记者站

工人日报福建记者站

工人日报甘肃记者站

工人日报广东记者站

工人日报广西记者站

工人日报贵州记者站

工人日报海南记者站

工人日报河北记者站

工人日报河南记者站

工人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工人日报湖北记者站

工人日报湖南记者站

工人日报吉林记者站

工人日报江苏记者站

工人日报江西记者站

工人日报辽宁记者站

工人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工人日报宁夏记者站

工人日报青岛记者站

工人日报青海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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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工人日报厦门记者站

工人日报山东记者站

工人日报山西记者站

工人日报陕西记者站

工人日报上海记者站

工人日报深圳记者站

工人日报四川记者站

工人日报天津记者站

工人日报新疆记者站

工人日报云南记者站

工人日报浙江记者站

工人日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河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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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青年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 中国妇女报安徽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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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妇女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四川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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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妇女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妇女报云南记者站

农民日报 农民日报安徽记者站

农民日报北京记者站

农民日报福建记者站

农民日报甘肃记者站

农民日报广东记者站

农民日报广西记者站

农民日报贵州记者站

农民日报海南记者站

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

农民日报河南记者站

农民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

农民日报湖南记者站

农民日报吉林记者站

农民日报江苏记者站

农民日报江西记者站

农民日报辽宁记者站

农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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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农民日报宁夏记者站

农民日报青岛记者站

农民日报青海记者站

农民日报山东记者站

农民日报山西记者站

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

农民日报上海记者站

农民日报四川记者站

农民日报天津记者站

农民日报新疆记者站

农民日报云南记者站

农民日报浙江记者站

农民日报重庆记者站

法制日报 法制日报安徽记者站

法制日报北京记者站

法制日报大连记者站

法制日报福建记者站

法制日报甘肃记者站

法制日报广东记者站

法制日报广西记者站

法制日报贵州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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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法制日报海南记者站

法制日报河北记者站

法制日报河南记者站

法制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法制日报湖北记者站

法制日报湖南记者站

法制日报吉林记者站

法制日报江苏记者站

法制日报江西记者站

法制日报辽宁记者站

法制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法制日报宁夏记者站

法制日报青岛记者站

法制日报青海记者站

法制日报厦门记者站

法制日报山东记者站

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

法制日报陕西记者站

法制日报上海记者站

法制日报深圳记者站

法制日报四川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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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法制日报天津记者站

法制日报西藏记者站

法制日报新疆记者站

法制日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法制日报云南记者站

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

法制日报重庆记者站

国际商报 国际商报安徽记者站

国际商报福建记者站

国际商报甘肃记者站

国际商报河北记者站

国际商报河南记者站

国际商报山西记者站

国际商报陕西记者站

国际商报上海记者站

国际商报深圳记者站

国际商报云南记者站

国际商报重庆记者站

检察日报 检察日报大连记者站

检察日报广西记者站

检察日报河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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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检察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检察日报吉林记者站

检察日报辽宁记者站

检察日报青海记者站

检察日报山西记者站

检察日报陕西记者站

检察日报上海记者站

检察日报四川记者站

检察日报天津记者站

检察日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检察日报重庆记者站

健康报 健康报安徽记者站

健康报北京记者站

健康报福建记者站

健康报甘肃记者站

健康报广东记者站

健康报广西记者站

健康报贵州记者站

健康报海南记者站

健康报河北记者站

健康报河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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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健康报黑龙江记者站

健康报湖北记者站

健康报湖南记者站

健康报吉林记者站

健康报江苏记者站

健康报江西记者站

健康报辽宁记者站

健康报内蒙古记者站

健康报宁夏记者站

健康报青岛记者站

健康报山东记者站

健康报山西记者站

健康报陕西记者站

健康报上海记者站

健康报四川记者站

健康报天津记者站

健康报新疆记者站

健康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健康报云南记者站

健康报浙江记者站

健康报重庆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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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安徽记者站

金融时报北京记者站

金融时报大连记者站

金融时报福建记者站

金融时报甘肃记者站

金融时报广东记者站

金融时报广西记者站

金融时报贵州记者站

金融时报海南记者站

金融时报河北记者站

金融时报河南记者站

金融时报黑龙江记者站

金融时报湖北记者站

金融时报湖南记者站

金融时报吉林记者站

金融时报江苏记者站

金融时报江西记者站

金融时报辽宁记者站

金融时报内蒙古记者站

金融时报宁夏记者站

金融时报青海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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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金融时报山东记者站

金融时报山西记者站

金融时报陕西记者站

金融时报上海记者站

金融时报深圳记者站

金融时报四川记者站

金融时报天津记者站

金融时报西藏记者站

金融时报新疆记者站

金融时报云南记者站

金融时报浙江记者站

金融时报重庆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 民主与法制社安徽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福建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甘肃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广西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贵州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海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河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河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黑龙江记者站



22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民主与法制社湖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湖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吉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江苏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江西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辽宁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内蒙古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宁夏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厦门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山东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山西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陕西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上海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深圳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四川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天津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西藏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新疆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云南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重庆记者站



23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法院报 人民法院报贵州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河南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黑龙江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辽宁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海南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山西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陕西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四川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浙江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重庆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 人民公安报安徽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广东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湖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四川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天津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 人民铁道报北京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甘肃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广东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广西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河南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黑龙江记者站



24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铁道报湖北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江西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辽宁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内蒙古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青海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山东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山西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陕西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上海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四川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新疆记者站

人民铁道报云南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 人民邮电报安徽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北京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福建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甘肃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广西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贵州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河南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黑龙江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辽宁记者站



25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邮电报宁夏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青海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山东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陕西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上海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天津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新疆记者站

人民邮电报浙江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安徽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大连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甘肃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广东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广西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河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黑龙江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湖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湖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吉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江苏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江西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辽宁记者站



26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政协报宁夏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青岛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厦门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山东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山西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陕西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上海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四川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天津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云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浙江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重庆记者站

消费日报 消费日报福建记者站

消费日报广西记者站

消费日报海南记者站

消费日报黑龙江记者站

消费日报湖北记者站

消费日报江苏记者站

消费日报江西记者站

消费日报辽宁记者站

消费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27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消费日报陕西记者站

消费日报四川记者站

消费日报新疆记者站

消费日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 中国保险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保险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 中国产经新闻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福建记者站



28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产经新闻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产经新闻报浙江记者站



29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产经新闻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 中国城乡金融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山东记者站



30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城乡金融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城乡金融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 中国电力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江西记者站



31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电力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 中国改革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广西记者站



32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改革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改革报重庆记者站



33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工商报 中国工商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厦门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 中国工业报安徽记者站



34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工业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工业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 中国国门时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福建记者站



35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国门时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宁波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厦门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四川记者站



36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国门时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 中国国土资源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辽宁记者站



37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国土资源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 中国海洋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 中国化工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甘肃记者站



38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化工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云南记者站



39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化工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化工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 中国环境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山西记者站



40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环境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 中国建设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吉林记者站



41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建设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宁波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建设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 中国交通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甘肃记者站



42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交通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厦门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陕西记者站



43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交通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交通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刊社安徽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北京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福建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甘肃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广东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广西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贵州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海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河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河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黑龙江记者站



44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教育报刊社湖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湖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吉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江苏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江西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辽宁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青岛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青海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山东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山西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陕西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上海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四川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天津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新疆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云南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浙江记者站

中国教育报刊社重庆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经济时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北京记者站



45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经济时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天津记者站



46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经济时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 中国科学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科学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 中国劳动保障报安徽记者站



47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劳动保障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老年报 中国老年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老年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 中国绿色时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河南记者站



48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 中国民航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四川记者站



49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民航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民航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 中国气象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山西记者站



50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气象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人口报 中国人口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人口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人口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商报 中国商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商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商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商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商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商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商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商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商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商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商报河南记者站



51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商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商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商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商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商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商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商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商报厦门记者站

中国商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商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商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商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商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商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商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商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商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商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社会报 中国社会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社会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社会报山西记者站



52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社会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 中国石化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管道储运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齐鲁石化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上海记者



53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石化报胜利油田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石化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 中国石油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抚顺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大庆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哈尔滨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克拉玛依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辽河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辽阳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青海油田记者站



54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石油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沈阳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塔里木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天津记者站（原大港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吐哈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玉门记者站

中国石油报长庆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 中国食品安全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河北记者站



55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食品安全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厦门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新疆记者站



56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食品安全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食品安全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 中国食品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浙江记者站



57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水运报 中国水运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水运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体育报 中国体育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体育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体育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体育报上海记者站



58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体育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体育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 中国文化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浙江记者站



59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文化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新闻出版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新闻出版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 中国信息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大连记者站



60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信息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信息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 中国医药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内蒙古记者站



61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医药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 中国邮政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新疆记者站



62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邮政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邮政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 中国质量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重庆记者站



63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中医药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天津记者站



64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中医药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中医药报重庆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 中华工商时报安徽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北京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大连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福建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甘肃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广东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广西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贵州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海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河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河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湖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湖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吉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江苏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江西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辽宁记者站



65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华工商时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青岛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厦门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山东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山西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陕西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上海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深圳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四川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天津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新疆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云南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

中华工商时报重庆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 国家电网报安徽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北京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福建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甘肃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河南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黑龙江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吉林记者站



66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国家电网报江苏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江西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辽宁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内蒙古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宁夏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青海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山东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山西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天津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西藏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新疆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浙江记者站

国家电网报重庆记者站



67

（二）保留的通讯社驻地方机构名单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

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

新华通讯社大连支社

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

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

新华通讯社广东分社

新华通讯社广西分社

新华通讯社贵州分社

新华通讯社海南分社

新华通讯社河北分社

新华通讯社河南分社

新华通讯社黑龙江分社

新华通讯社湖北分社

新华通讯社湖南分社

新华通讯社吉林分社

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

新华通讯社江西分社

新华通讯社辽宁分社



68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新华通讯社内蒙古分社

新华通讯社宁波支社

新华通讯社宁夏分社

新华通讯社青岛支社

新华通讯社青海分社

新华通讯社厦门支社

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

新华通讯社山西分社

新华通讯社陕西分社

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

新华通讯社深圳支社

新华通讯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社

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

新华通讯社天津分社

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

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

新华通讯社云南分社

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

新华通讯社重庆分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

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



69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

中国新闻社甘肃分社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

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

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

中国新闻社河南分社

中国新闻社黑龙江分社

中国新闻社湖北分社

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

中国新闻社吉林分社

中国新闻社江苏分社

中国新闻社江西分社

中国新闻社辽宁分社

中国新闻社内蒙古分社

中国新闻社宁波支社

中国新闻社青岛支社

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

中国新闻社厦门支社

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



70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新闻社山西分社

中国新闻社陕西分社

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

中国新闻社深圳支社

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

中国新闻社天津分社

中国新闻社西藏分社

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

中国新闻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社

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

中国新闻社重庆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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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留的电台电视台驻地方机构名单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安徽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北京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藏东南报道点

中央电视台福建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甘肃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广东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广西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贵州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海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河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河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黑龙江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湖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湖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吉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江苏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江西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辽宁记者站



72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内蒙古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宁夏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青海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山东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山西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陕西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上海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四川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天津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西藏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新疆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云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浙江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重庆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安

徽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

京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大

连记者站



73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福

建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甘

肃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

东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

西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贵

州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

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河

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河

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黑

龙江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湖

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湖



74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吉

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江

苏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江

西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辽

宁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内

蒙古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宁

波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宁

夏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青岛

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青

海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厦

门记者站



75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山东

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山

西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陕

西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

海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深

圳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四

川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天

津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

藏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

藏民族语言广播中心拉萨编辑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

疆记者站



76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

疆民族语言广播中心乌鲁木齐编辑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云

南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浙

江记者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重

庆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徽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广西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河北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湖北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青海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山东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陕西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天津记者站



77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教育电视台海南记者站

中国教育电视台重庆记者站



78

（四）保留的新闻网站驻地方机构名单

新闻网站 驻地方机构

光明网 光明网北京频道

光明网安徽频道

光明网福建频道

光明网甘肃频道

光明网广东频道

光明网广西频道

光明网贵州频道

光明网海南频道

光明网河北频道

光明网河南频道

光明网黑龙江频道

光明网湖北频道

光明网长沙频道

光明网吉林频道

光明网江西频道

光明网辽宁频道

光明网内蒙古频道

光明网宁夏频道



79

新闻网站 驻地方机构

光明网青岛频道

光明网上海频道

光明网深圳频道

光明网四川频道

光明网天津频道

光明网厦门频道

光明网新疆频道

光明网云南频道

光明网重庆频道

人民网 人民网安徽频道

人民网北京频道

人民网福建频道

人民网甘肃频道

人民网广东频道

人民网广西频道

人民网贵州频道

人民网河南频道

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人民网湖北频道

人民网湖南频道

人民网江西频道



80

新闻网站 驻地方机构

人民网内蒙古频道

人民网宁夏频道

人民网青海频道

人民网山东频道

人民网山西频道

人民网上海频道

人民网四川频道

人民网天津频道

人民网新疆频道

人民网云南频道

人民网浙江频道

人民网重庆频道

新华网 新华网安徽频道

新华网北京频道

新华网福建频道

新华网甘肃频道

新华网广东频道

新华网广西频道

新华网贵州频道

新华网海南频道

新华网河北频道



81

新闻网站 驻地方机构

新华网河南频道

新华网黑龙江频道

新华网湖北频道

新华网湖南频道

新华网吉林频道

新华网江苏频道

新华网江西频道

新华网辽宁频道

新华网内蒙古频道

新华网宁夏频道

新华网青海频道

新华网山东频道

新华网山西频道

新华网上海频道

新华网四川频道

新华网天津频道

新华网云南频道

新华网浙江频道

新华网重庆频道

中国广播网 中国广播网兵团频道

中国广播网甘肃频道



82

新闻网站 驻地方机构

中国广播网广西频道

中国广播网贵州频道

中国广播网河南频道

中国广播网黑龙江频道

中国广播网吉林频道

中国广播网江苏频道

中国广播网江西频道

中国广播网内蒙古频道

中国广播网宁夏频道

中国广播网新疆频道

中国广播网福建频道

中国广播网广东频道

中国广播网海南频道

中国广播网辽宁频道

中国广播网山东频道

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北京频道

中国日报网大连频道

中国日报网福建频道

中国日报网广东频道

中国日报网贵州频道

中国日报网河南频道



83

新闻网站 驻地方机构

中国日报网吉林频道

中国日报网江苏频道

中国日报网辽宁频道

中国日报网山东频道

中国日报网上海频道

中国日报网深圳频道

中国日报网天津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