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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整改名单

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纪检监察报云南记者站

检察日报 检察日报安徽记者站

检察日报北京记者站

检察日报福建记者站

检察日报甘肃记者站

检察日报广州记者站

检察日报贵州记者站

检察日报海南记者站

检察日报河北记者站

检察日报湖北记者站

检察日报湖南记者站

检察日报江苏记者站

检察日报江西记者站

检察日报内蒙古记者站

检察日报宁夏记者站

检察日报山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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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检察日报新疆记者站

检察日报云南记者站

检察日报浙江记者站

健康报 健康报青海记者站

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青海记者站

民主与法制社 民主与法制社广东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 人民法院报安徽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北京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福建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广东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广西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河北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湖北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湖南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江苏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江西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内蒙古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宁夏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青岛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厦门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上海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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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法院报深圳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新疆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者站

人民法院报云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 人民公安报福建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甘肃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贵州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海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河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湖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吉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江苏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内蒙古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宁夏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青海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山东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山西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陕西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西藏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云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福建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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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人民政协报贵州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海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河北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青海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深圳记者站

人民政协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 中国工商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工商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国门时报 中国国门时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 中国国土资源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 中国环境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 中国劳动保障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劳动保障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 中国绿色时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 中国气象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河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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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气象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 中国文化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 中国医药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医药报浙江记者站

团结报 团结报安徽记者站

团结报北京记者站

团结报福建记者站

团结报甘肃记者站

团结报广东记者站

团结报广西记者站

团结报山东记者站

团结报青海记者站

团结报宁夏记者站

团结报辽宁记者站

团结报江西记者站

团结报江苏记者站

团结报河北记者站

团结报贵州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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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团结报重庆记者站

团结报浙江记者站

团结报云南记者站

团结报新疆记者站

团结报天津记者站

团结报四川记者站

团结报上海记者站

团结报陕西记者站

团结报山西记者站

团结报吉林记者站

团结报湖南记者站

团结报湖北记者站

团结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 中国冶金报马钢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江苏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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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冶金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西南地区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华东地区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西北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中南记者站

中国冶金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 中国安全生产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江西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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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安全生产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安全产生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安全生产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 中国测绘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宁夏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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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测绘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新疆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测绘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经济导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福建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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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经济导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西藏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经济导报黑龙江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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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水利报 中国水利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珠江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小浪底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黄河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长江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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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水利报汉江记者站

中国水利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 中国矿业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湖北（长江）记者站

中国矿业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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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税务报 中国税务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甘肃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广西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青海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宁夏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内蒙古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河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海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贵州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云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新疆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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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税务报天津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税务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 中国消费者报安徽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北京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福建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山东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青岛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辽宁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大连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江西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江苏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河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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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消费者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重庆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浙江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上海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陕西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山西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吉林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湖北记者站

中国消费者报黑龙江记者站

中国商报 中国商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食品报 中国食品报湖南记者站

中国质量报 中国质量报四川记者站

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深圳记者站

中国国土资源报 中国国土资源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海洋报 中国海洋报广东记者站

中国环境报 中国环境报河北记者站

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经济时报深圳记者站

中国气象报 中国气象报四川记者站

中国文化报 中国文化报河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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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文化报深圳记者站

国际商报 国际商报三峡记者站

中国绿色时报 中国绿色时报贵州记者站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广东频道

国际在线河北频道

国际在线黑龙江频道

国际在线湖北频道

国际在线山东频道

国际在线陕西频道

国际在线四川频道

国际在线重庆频道

人民网 人民网江苏视窗

人民网海南视窗

人民网宁波视窗

人民网河北频道

人民网吉林频道

人民网辽宁频道

人民网陕西频道

人民网深圳频道

人民网西藏频道

人民网大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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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广西频道

中国日报网海南频道

中国日报网河北频道

中国日报网黑龙江频道

中国日报网湖北频道

中国日报网湖南频道

中国日报网江西频道

中国日报网山西频道

中国日报网陕西频道

中国日报网四川频道

中国日报网西藏频道

中国日报网新疆频道

中国日报网云南频道

中国日报网浙江频道

中国日报网重庆频道

中国广播网 中国广播网青岛频道

中国广播网厦门频道

中国广播网陕西频道

中国广播网深圳频道

中国广播网四川频道

中国广播网大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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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 驻地方机构

中国广播网浙江频道

新华网 新华网陕西频道

新华网西藏频道

新华网新疆频道

光明网 光明网大连频道

光明网江苏频道

光明网宁波频道

光明网青海频道

光明网山东频道

光明网山西频道

光明网陕西频道

光明网浙江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