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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赵斌同志

个人简历：

赵斌，男，汉族，1979 年 5 月生，湖北嘉鱼人，2001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学历。

1997.09-2002.06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习

2002.06-2009.04 安徽医科大学辅导员、教师(其间：

2004.09-2007.06 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习)

2009.04-2010.12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办公室主任、教

师

2010.12-2015.12 铜陵市铜官山区政府副区长

2015.12-2016.01 原铜官山区政府副区长

2016.01-2019.01 市文化和旅游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

任(2008.09-2016.07 安徽医科大学药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学习）

2019.01-2019.07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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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022.08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2022.08-至今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工作分工：

主持市卫健委全面工作。负责体制改革、机关党委、综

合监督、职业健康、政策法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督评估、

中医药管理、健康产业促进、计生协会、干部保健、老龄、

招商引资、疫情防控、工青妇等工作。

分管体改科、机关党委、综合监督科(职业健康科、政

策法规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科)、中医药管理科、

健康产业促进科(老龄健康科)、计生协会、保健办、老龄办。

联系电话：28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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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副主任汤金美同志

个人简历：

汤金美，女，汉族，1976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2013

年3月加入农工党，本科学历。

1994.09-1999.07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系预防医学专业学习

1999.07-2000.10 待业

2000.10-2008.02 铜陵县血防站工作(其间：

2007.01-2008.02借调到铜陵县卫生局防保股工作)

2008.02-2012.06 铜陵县卫生局副局长

2012.06-2015.05 市卫生局副局长

2015.05-2019.02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19.02- 至今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工作分工：

负责财务、卫生统计、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妇幼健康、

药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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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规划信息财务科、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妇幼健

康科、药具站。

联系电话：283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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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胡大强同志

个人简历：

胡大强，男，1971年9月生，安徽无为人，1994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91.09-1994.07 巢湖师专政史系政史专业学习

1994.08-1995.04 铜陵市第二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政工部政

工干事

1995.04-1996.01 市第二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东方电焊条厂

厂长助理

1996.01-1997.09 市第二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政工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退休支部书记

1997.09-2000.10 市委统战部党派科科员

2000.10-2005.12 市委统战部党派科副主任科员

(1997.07-2000.12高教自考法律专业本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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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009.03 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正科级秘书

(2003.09-2006.07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

2005.09-2006.05市委党校第15期中青班学习)

2009.03-2009.08 市委统战部经济联络科主任科员

2009.08-2012.03 市委统战部经济联络科科长

2012.03-2016.05 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2016.05-2018.01 市纪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2018.01-2018.03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2018.03-2019.09 市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

2019.09-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

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

工作分工：

负责纪检监察方面工作。

分管市纪委监委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

联系电话：282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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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方堃同志

个人简历：

方堃，男，汉族，1975年9月生，安徽无为人，1999年

06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历。

1996.07-1999.07 蚌埠医学院影像学专业学习

1999.11-2002.03 铜陵市人民医院影像科(CT室)医师

2002.03-2007.01 市人民医院组织人事科科员、医师

(2001.07-2004.07蚌埠医学院医学

影像专业本科学习)

2007.01-2007.06 市人民医院团委书记

2007.06-2009.09 市卫生局团委副书记、副科级纪检

员、新闻办主任(其间：

2008.08-2009.08挂任市新桥医院

党支部第一书记)

2009.09-2020.11 市第三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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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其间：

2011.03-2014.12合肥工业大学公

共管理专业学习；

2012.09-2012.12市委党校第22期

中青班学习)

2020.11-2022.12 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2022.12-至今 铜陵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工作分工：

负责办公室、行政许可服务(行政审批)、综合治理、信

访、安全生产、政务公开、保密、规划、政府采购、工程建

设、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应急、信息化(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医鉴、疫防办等工作。

分管办公室、疾病预防控制科(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卫

生应急办公室)、信息中心、医鉴办、疫情防控办公室。

联系方式：282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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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军同志

个人简历：

罗军，男，汉族，1970年7月生，浙江丽水人，2001年

07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1988.09——1991.07 蚌埠医学院医疗专业学习

1991.07——1997.11 铜陵市焦化厂卫生所医师

（1995.09——1998.07安徽大学会计学专业学习）

1997.11——2002.07 铜陵市卫生局医政科科员

2002.07——2003.11 铜陵市血液办副主任

2003.11——2005.09 铜陵市卫生局医政科副科长

2005.09——2007.12 铜陵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

2007.12——2015.08 铜陵市卫生局防病科科长

2015.08——2017.11 铜陵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科（市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急办、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科长

2017.11——2019.04 铜陵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医政医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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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022.06 铜陵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信

息财务科科长 （2021.03任铜陵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主任

科员）

2022.06——至今 铜陵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成员

工作分工：

负责干部人事、宣传、双拥、统战、文明创建、医政医

管、科技教育、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卫生、乡村

振兴等工作。

分管医政医管科(科技教育科、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

度科)、宣传科、基层卫生科。

联系方式：282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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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二级调研员何士富同志

个人简历：

何士富，男，汉族，1963年4月生，安徽铜陵人，本科

学历。

1978.09-1981.07 铜陵师范学校普师专业学习

1981.07-1987.10 铜陵县新桥乡新丰小学教师

1987.10-1993.06 铜陵县委办公室机要员

1993.06-1993.12 铜陵县委办公室副科秘书

(其间：1989.09-1992.06省委党校函授经济管理专业大

专学习)

1993.12-1995.11 市计生委办公室副科秘书

1995.11-1996.06 市计生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其间：1994.08-1996.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

专业本科学习)

1996.06-1999.09 市计生委群众工作科科长兼计生协

会秘书长

1999.09-2004.02 市计生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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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2000.09-2000.12市委党校第十期中青班学习)

2004.02-2006.03 市计生委助理调研员、办公室主任

2006.03-2007.11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调研员、

党组成员

2007.11-2015.02 市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市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5.02-2015.05 市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原市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5.05-2019.03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

委委员，市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

2019.03-2019.06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调研员

2019.06-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调研员

工作分工：

协助赵斌同志负责计生协会、招商引资等工作。

协助管理计生协会。

联系方式：2814446。



—2—

市卫健委三级调研员陈为同志

个人简历：

陈为，男，汉族，1963年3月生，安徽芜湖人，1998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

1982.09-1984.07 铜陵冶金工业学校矿山电气自动化

专业学习

1984.07-1985.07 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工人（其间：

1984.08-1987.07 安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5.07-1991.12 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公安科干事

1991.12-1997.01 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管理科科员

1997.01-2000.08 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科副科长

2000.08-2009.01 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科科长

2009.01-2010.07 市人口和计生委办公室主任

2010.07-2010.09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调研员

2010.09-2015.05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调研员、

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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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019.02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调研员、

党委委员

2019.02-2019.06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2019.06-2020.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2020.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级调研员

工作分工：

协助赵斌同志负责驻企帮扶指导工作。

联系方式：282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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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三级调研员刘天英同志

个人简历：

刘天英，女，汉族，1967年3月生，安徽桐城人，1992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学历。

1983.09-1986.07 巢湖卫校卫生医士专业学习

1986.07-1992.02 铜陵市卫生防疫站职工

1992.02-1992.06 市卫生局政工科科员

1992.06-1996.03 市卫生局团委副书记

(其间：1992.08-1995.06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政专业

大专班学习)

1996.03-2002.07 市卫生防疫站办公室主任

(其间：1995.08-1997.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

专业本科班学习)

2002.07-2004.11 市卫生局主任科员

2004.11-2011.12 市卫生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2011.12-2013.08 市卫生局人事教育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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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2011.09-2011.12市委党校第21期中青班学习)

2013.08-2015.05 市卫生局副调研员

2015.05-2019.02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调研员

2019.02-2019.06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2019.06-2020.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2020.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级调研员

工作分工：

协助赵斌同志负责机关党委、综合监督、职业健康、政

策法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督评估、中医药管理、工青妇工

作。

协助管理机关党委、综合监督科(职业健康科、政策法

规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科)、中医药管理科。

联系电话：281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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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老龄办主任丁韶萍同志

个人简历：

丁韶萍，女，汉族，1970年1月生，安徽南陵人，2003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1987.09-1989.07 安徽省司法学校民政专业学习

1989.08-1992.08 铜陵市殡仪馆会计

(其间：1991.02-1992.08借调市民政局机关帮助工作)

1992.08-2000.03 市民政局救灾保险科科员

(其间：1993.09-1996.07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铜陵分校

财务会计专业大专学习)

2000.03-2002.10 市民政局救灾保险科副主任科员

2002.10-2005.08 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副科长

(其间：2001.08-2003.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

业本科学习)

2005.08-2007.04 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科长

2007.04-2013.04 市民政局计划财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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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2008.09-2008.12参加市委党校第18期中青班学

习；2009.01-2009.06参加“百名干部进百企”企业帮

扶工作)

市老龄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2014.11- 市老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工作分工：

协助赵斌同志负责健康产业促进、老龄等工作。

协助管理健康产业促进科(老龄健康科)、老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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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四级调研员王道海同志

个人简历：

王道海，男，汉族，1964年6月生，安徽天长人，1989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学历。

1983.10——1986.07 武警铜陵市支队服役

1986.08——1988.07 武警合肥指挥学校学员

1988.08——1989.11 武警铜陵市支队排长

1989.12——1992.03 武警铜陵县中队副指导员

1992.04——1994.04 武警铜陵市支队二中队指导员

（1991.08——1994.07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学习）

1994.05——1998.08 武警铜陵市支队政治处干事

（1994.09——1997.07在中央学校函授学院学习）

1998.09——1999.11 铜陵市文明办创建科科员

1999.11——2001.04 铜陵市文明办创建科副主任科员

2001.04——2002.09 铜陵市文明办调研科副科长

2002.09——2003.12 铜陵市文明办正科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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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009.04 铜陵市文明办创建科科长

（2006.9——2006.12参加全市第1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学习）

2009.04——2012.02 铜陵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管理局）

市容管理科科长

2012.02——2015.08 原铜陵市人口计生委办公室主任

2015.08——2019.01 原铜陵市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

指导科科长

2019.01——2019.04 原铜陵市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

指导科科长

2019.04—— 铜陵市卫健委疾病预防科长科

（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卫生应急办公室）科长（2021.03

铜陵市卫健委一级主任科员）

工作分工：

协助赵斌、方堃同志做好疫情防控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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