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市 区县 受理点名称 受理点地址 咨询联系电话

清波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区四宜路61号 0571-87780283

湖滨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22号 0571-87066275

小营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区翰林街107号 0571-87183051

南星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区洋泮路85号 0571-86081748

紫阳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区南瓦坊3幢 0571-86053281

望江派出所 杭州上城区望江家园东园3幢（北大门） 0571-86802479

天水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玄坛弄78号 0571-85066940

文晖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闸弄口127号 0571-85373110

石桥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街道太公街80号 0571-86959119

长庆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遥祥寺巷2幢 0571-87015749

东新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重机巷66号 0571-85382548

朝晖路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三区45号 0571-85234847

潮鸣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艮山福居1幢 0571-85198913

武林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区观巷47号 0571-87016407

采荷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33-3号 0571-86995694

笕桥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230号  0571-85143508

凯旋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170号 0571-86960951

闸弄口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58号 0571-58120110

四季青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景御路173号 0571-56756110

彭埠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艮山东路295号  0571-86015014

九堡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1237号 0571-56756009

丁兰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环丁路1445号 0571-85354008

康桥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路166号 0571-88041296

米市巷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337号-3 0571-88380685

湖墅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新村42号 0571-58107114

小河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古运路81号（古运大厦一

楼）
0571-89922270

拱宸桥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温州路33号 0571-88041778

和睦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和睦新村48幢 0571-88099708

祥符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 0571-88174130

上塘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393-1号 0571-89973166

大关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南八苑12幢 0571-88313720

半山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区宁和弄3号 0571-85034123

古荡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36号 0571-88935730

文新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110号 0571-88984184

西溪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武林巷55号 0571-88801184

玉泉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7号 0571-56887833

北山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52号 0571-87991793

留下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130号 0571-85227127

翠苑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197号 0571-56729301

三墩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文星桥25号 0571-56301836

蒋村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16号 0571-81022352

双浦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袁浦街101号 0571-87644992

转塘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龙坞工业园区8号 0571-8731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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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派出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115号 0571-86627177

高新派出所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诚业路2号 0571-86696044

浦沿（高教园）派出所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镇前路70号 0571-86632123

西兴派出所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汉东路150号 0571-86686118

白杨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学源街与文泽路交叉口 0571-87283140

金沙湖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学源街与幸福南路交叉口

以东
0571-87283170

闻潮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听涛路201号 0571-87283190

下沙派出所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东路2777号（金茂家居

广场南大门）
0571-89704607

九溪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60号 0571-86591045

南山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南山路2号 0571-87999292

灵隐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34号 0571-87979917

岳庙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区孤山路9号 0571-87978336

河庄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河庄大道与河景

路交界处往西100米
0571-82911101

新湾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新宏路11号 0571-82195988

义蓬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义府大街与横一

路交界处
0571-82168097

新塘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03省道东复

线交叉口（新塘科创园正对面）
0571-82738125

临浦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临北路（临浦镇中

心幼儿园对面）
0571-82472852

城厢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拱秀路518号 0571-82725517

北干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766号 0571-82723207

蜀山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金西路贺知章学

校北侧
0571-82766803

市北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宁税路578号 0571-82831967

宁围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利华路553号 0571-82864989

新街派出所
新街街道枫香路新街街道办事服务中心

一楼
0571-82852110

瓜沥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路122号 0571-82551557

义桥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油虎线（义桥星天

地对面）
0571-82409256

戴村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凌溪路5号 0571-82236197

党湾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文化路207号 0571-82103309

衙前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317号 0571-82757319

所前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缪家村大治桥南103

号
0571-82776475

河上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大溪路393号 0571-82204110

浦阳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振浦路16号 0571-82401026

进化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云飞大道958号 0571-82454075

南阳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惠南街174号 0571-82180500

闻堰派出所
萧山区闻堰街道裴瑛路、五金路交叉口

东南侧（闻堰卫生院西侧）
0571-82301032

靖江派出所 萧山区靖江街道贵宾路1号 0571-82991561

益农派出所 萧山区益农镇信益线益农初中南侧 0571-82526600

楼塔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楼家塔村下祠弄1号 0571-8222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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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莫干山路2291号 0571-88781301

临平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171号 0571-89181399

余杭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180号 0571-88668045

运河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亭趾小区湖潭路

132号
0571-86213002

乔司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保庆街70号 0571-86291000

塘栖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文苑路19号 0571-86378676

仁和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仁河大道1-5号 0571-86391009

崇贤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崇杭街117号综合

治理中心一楼办证大厅
0571-86273119

闲林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联荣路178号 0571-88681064

中泰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中泰路292号 0571-88634268

五常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39号 0571-88733166

瓶窑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552-18号 0571-88548180

黄湖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吴四坊43号 0571-88519211

径山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宏丰路25号 0571-88586110

南苑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雪海路7号 0571-86222673

东湖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超峰西路5号 0571-89181192

星桥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南路6号社会

管理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0571-86266559

仓前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兴街348号 0571-88620053

银湖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北路56号 0571-63432119

城东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迎宾路29号 0571-63330083

城西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康月路81号 0571-63330186

新登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兴东路6号 0571-63256110

城南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春南路371号 0571-63586884

东洲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民联村 0571-61732900

大源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浦东路1号 0571-63594370

灵桥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灵桥村望仙南路1号 0571-63550560

三山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蒋家村新建路8号 0571-63485222

场口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场口新街 0571-63560110

常安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大田村20号 0571-63560878

龙门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龙门一村 0571-63507805

万市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万市镇黄宅1号 0571-63261100

城北派出所 桐庐县桐君街道牛山坞7号 0571-64603876

城南派出所 桐庐县城南街道金东路397号 0571-64220979

横村镇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桐庐县横村镇横政路299号 0571-64671617

分水便民服务中心二楼 桐庐县分水镇院士路98号 0571-64335110

瑶琳派出所 桐庐县瑶琳镇仙境路111号 0571-64361666

富春江派出所
桐庐县富春江镇黄坡岭28号富春江镇行政

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0571-64650282

江南派出所 桐庐县江南镇窄石路789号 0571-64291567

凤川派出所 桐庐县凤川街道凤翔路19号 0571-6426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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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化派出所
临安区昌化镇西街58号昌化镇行政服务中

心
0571-63662550

于潜派出所
临安区于潜镇幸福街1号于潜镇行政服务

中心
0571-63889130

昌北派出所 临安区岛石镇岛石街15号 0571-63637079

玲珑派出所 临安区玲珑街道高坎畚斗湾7号 0571-63762477

太湖源派出所 临安区太湖源镇青溪街256号 0571-63792300

高虹派出所 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庆林街95号 0571-63772110

青山派出所 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南环北路无门牌 0571-63786996

锦城派出所
临安区锦北街道平山路369号行政服务中

心三楼
0571-23616087

锦北派出所
临安区锦北街道平山路369号行政服务中

心三楼
0571-23616101

板桥派出所 临安区板桥镇板桥村罗村66号 0571-63780110

建德市行政服务中心 建德市洋溪街道洋安小区荷映路113号 0571-64780210

寿昌派出所（办证中心公安窗

口）
建德市寿昌镇镇政府大院11楼一层 0571-64565538

梅城派出所 建德市梅城镇文化路6号 0571-64141902

建德市行政服务中心干潭分中

心
建德市万乐路100号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0571-64172762

大同派出所 建德市大同镇永平西路3号 0571-64585110

城南派出所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白沙小区三和路43号 0571-64703112

大洋派出所 建德市大洋镇振兴路与英烈路交叉口 0571-64166628

杨村桥派出所 建德市杨村桥镇官路村百旗东路105号 0571-64158501

三都派出所 建德市三都镇文卫路58号 0571-64186110

淳安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千岛湖镇环湖北路379号 0571-64819826

威坪派出所 淳安县威坪镇双溪路128号 0571-64891100

石林派出所 淳安县石林镇富德村36号 0571-64873765

大市派出所 淳安县大墅镇大市路25号 0571-64844200

临岐派出所 淳安县临岐镇鱼市街73号 0571-64991085

汾口派出所
淳安县汾口镇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窗

口（汾口法庭对面）
0571-65050918

姜家派出所 淳安县姜家镇狮城路405号 0571-64861449

海曙区 海曙户政中心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326号 0574-87119541

江北区 江北户口证件办理中心 宁波市江北区清河路66号 0574-87667110

骆驼派出所办证大厅 镇海区骆驼街道南二西路355号 0574-86635716

蛟川派出所办证大厅 镇海区蛟川街道俞范东路1288号 0574-86635640

北仑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长江路1166号 0574-86783550

大碶派出所办证窗口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文化宫便民服务

中心
0574-86775515

小港派出所办证窗口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海天路1000号 0574-86775559

首南派出所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939号 0574-88154959

新城派出所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2502号 0574-81985816

奉化区 奉化公安分局行政审批科
宁波市奉化区大成东路277号行政服务中

心二楼公安服务窗口
0574-88587188

余姚市兰江派出所 余姚市兰江街道广安路189号 0574-62867060

余姚市梨洲派出所 余姚市梨洲街道蓝达路2号 0574-62867008

余姚市凤山派出所 余姚市阳明街道舜水北路55-5号 0574-62866363

余姚市阳明派出所 余姚市阳明街道长城路18号 0574-62866365

余姚市泗门派出所 余姚市泗门镇光明南路99号 0574-6213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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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丈亭派出所 余姚市丈亭镇渔溪路98号 0574-62867397

慈溪市 慈溪市公安局城区户证中心 慈溪市三北大街486号 0574-63331222

宁海行政服务中心 宁海县跃龙街道金水东路5号 0574-65131708

西店行政服务中心 宁海县西店镇振兴南路162号 0574-59977717

象山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象山县丹西街道象山港路300号 0574-65733511

石浦分中心公安窗口 象山县石浦镇凤栖路138号 0574-65987531

大榭开发区 大榭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
大榭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东大楼一楼20号

公安窗口
0574-86777071

高新技术开发

区
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高新区广贤路997号 0574-87738550

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行政服务中

心2楼公安窗口
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玉泉南路302号 0574-88366421

杭州湾新区 杭州湾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杭州湾新区兴慈一路296号 0574-63008532

鹿城区
鹿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
鹿城区南郊街道宽带路18号 0577-56963531

龙湾区 蒲州派出所 龙湾区蒲州街道蒲兴路2号 0577-86524110

瓯海区 茶山派出所 瓯海区茶山街道高科路1号 0577-86695110

经济技术开发

区
星海派出所 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明珠路850号9号楼 0577-85851917

洞头区
洞头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
洞头区北岙街道海兴路136号 0577-63388118

瑞安市
瑞安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
瑞安市安阳街道文庄路777号 0577-66802961

乐清市 乐成派出所 乐清市城东街道伯乐东路888号 0577-61882506

永嘉县 瓯北派出所 永嘉县瓯北街道罗中南路8号 0577-57755726

平阳县
平阳县行政审批中心（公安窗

口）
平阳县昆阳镇兴良路2号 0577-63732929

苍南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
苍南县灵溪镇人民大道555号 0577-64718201

龙港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
苍南县龙港镇柳南路与西二街交汇处

0577-68621017，

0577-68621006

文成县
文成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
文成县大峃镇城东大道128号 0577-67821779

泰顺县
泰顺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
泰顺县罗阳镇新城大道117号 0577-59290110

湖州市市民服务中心公安户籍

窗口
湖州市吴兴区金盖山路66号 0572-2219110

吴兴区织里镇行政服务中心公

安服务窗口
织里镇吴兴大道255号 0572-2536103

南浔区
南浔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服务

窗口
南浔镇南林中路660号1号楼 0572-3066079

德清县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 德清县武康街道千秋街1号 0572-8815192

德清县干元镇便民服务中心 德清县干元镇西郊路32号 0572-8423610

德清县新市镇便民服务中心 德清县新市镇新北路148号 0572-8183428

长兴县市民服务中心公安服务

窗口
长兴县龙山街道锦绣路8号 0572-6633135

长兴县和平派出所 长兴县和平镇前街896号 0572-6633536

长兴县泗安派出所 长兴县泗安镇绿洲大道325号 0572-6633597

安吉县局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
安吉县天荒坪南路62号三楼 0572-5554372

安吉县局梅溪派出所 安吉县梅溪镇人民西路５号 0572-5554710

安吉县局孝丰派出所 安吉县孝丰镇清德路087号 0572-5554619

安吉县

长兴县

余姚市

宁海县

象山县

宁波

温州

湖州

苍南县

吴兴区

德清县



南湖分局南湖派出所 嘉兴市南湖区景湖路318号 0573-82853500

南湖分局大桥派出所 嘉兴市中环南路1号07省道交叉口 0573-83016403

秀洲区 秀洲分局新城派出所
嘉兴市秀洲区聚贤路393号（新安国际医

院东侧）
0573-82791736

经开分局嘉北派出所
嘉兴市东升西路1号嘉北街道社会服务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0573-82218024

经开分局塘汇派出所
嘉兴市塘汇路986号塘汇街道社会服务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0573-82339322

嘉善县局姚庄派出所 嘉善县姚庄镇兴学路328号 0573-84779399

嘉善分局罗星派出所 嘉善县罗星街道车站南路889号 0573-84122779

嘉善县局惠民派出所 嘉善县惠民街道四明路110号 0573-84645455

嘉善县局魏塘派出所 嘉善县魏塘街道谈公北路328号 0573-84121936

平湖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平湖市当湖街道胜利路380号市行政服务

中心4号楼1楼
0573-85122662

平湖市局钟埭派出所 平湖市钟埭街道新平二路555号 0573-85090105

乍浦镇行政办证中心
嘉兴市港区行政审批中心（乍浦镇天妃

路929号）
0573-85521414

海盐县 海盐县行政审批中心公安窗口
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县办证中

心公安窗口

0573-86111264

0573-86121693

0573-86112640

海宁市 海宁市公安局办证中心
海宁市文宗路水月亭西路路口（电信局

对面）

0573-87233128

0573-87021921

桐乡市公共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桐乡市梧桐街道康民东路58号桐乡市公共

服务中心二号楼一楼

0573-88112025

0573-88112026

桐乡市局乌镇派出所 桐乡市乌镇镇虹桥路258号 0573-89380826

越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越城区迪荡惠利街20号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0575-88604910

越城区斗门派出所
越城区斗门街道汤公路与329国道口斗门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0575-88159020

柯桥区 柯桥区行政服务中心
柯桥街道华齐路1066号柯桥区行政服务中

心二楼公安窗口
0575-84125980

上虞区 上虞区便民服务中心
上虞区百官街道称山南路218号便民服务

中心2号大厅一楼
0575-82766165

新昌县 新昌县行政服务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鼓山西路205号行政服务

中心
0575-86624695

诸暨市 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
诸暨市浣东街道暨东路58号诸暨市公共服

务中心一楼公安3-7号窗口
0575-80727055

嵊州市 嵊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嵊州市三江街道兴旺街1号行政服务中心

公安窗口
0575—83135353

平湖市

桐乡市

南湖区

经济技术开发

区

嘉善县

越城区

嘉兴

绍兴



婺城分局办证中心 金华市婺城区环城西路2888号 0579-82290110

婺城分局新城区服务中心
金华市婺城区紫金南街369号区行政服务

中心
0579-82226569

经济技术开发

区
江南分局金华市行政服务中心

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858号二楼公安服
务区

0579-89104917

金东区 金东分局金东区行政服务中心
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光南路与康济街

交叉口
0579-82190355

金华山分局罗店派出所 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环镇公路66号 0579-82592287

金华山分局赤松派出所
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岗上村星桥南街17

号
0579-82090816

兰溪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
大厅

兰溪市振兴路500号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0579-88902703

上华派出所 兰溪市上华街道瓦灶头村 0579-88291003

灵洞派出所 兰溪市灵洞乡方下店村1号 0579-89019250

永昌派出所 兰溪市永昌街道镇前西路1号 0579-88132829

游埠派出所 兰溪市游埠镇和安南路37号 0579-89019235

黄店派出所 兰溪市黄店镇都心村 0579-89016109

香溪派出所 兰溪市香溪镇香二村广场路28号 0579-88138875

马涧派出所 兰溪市马涧镇骥兴路101号 18058924433

梅江派出所 兰溪市横溪镇兰浦西路1号 0579-89022703

诸葛派出所 兰溪市诸葛镇330国道武侯大道433号 0579-89022716

义乌市行政服务中心 义乌市望道路300号 0579-85570020

稠城派出所 义乌市稠州北路8号 0579-85579211

福田派出所 义乌市荷叶塘凯旋南路86号办证大厅 0579-85563015

江东派出所 义乌市江东街道桥东街12号 0579-85371766

稠江派出所 义乌市稠州西路81巷31号 0579-85322282

北苑派出所 义乌市北苑街道春晗路118号 0579-85263320

后宅派出所
义乌市后宅街道城北路与站前大道交叉

口 （后宅交警队旁）
0579-85680129

苏溪派出所 义乌市苏溪镇银海路1号苏溪所办证大厅 0579-85919503

廿三里派出所
义乌市廿三里街道金麟北路与永乐路交

叉口廿三里派出所办事大厅
0579-85019715

城西派出所 义乌市城西街道求真路566号 0579-85899116

佛堂派出所 义乌市朝阳东路91号 0579-85727011

东阳市局东阳市行政服务中心 东阳市江北行政服务中心 0579-86096363

南市派出所 东阳市西岘路81号 0579-86096679

横店派出所 东阳市横店镇江滨西路 0579-86096730

南马派出所 东阳市南马镇人民南路 0579-86096759

巍山派出所 东阳市巍山镇怀万路17号 0579-86096776

永康市局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永康市东城街道金城路21号二楼公安窗

口
0579-87101659

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古山分中
心

永康市古山镇迎宾大道2号 0579-89266092

武义县局武义县行政服务中心 武义县壶山街道湖滨路15号 0579-87660069

桐琴派出所 武义县桐琴镇东干村新兴西路44号 0579-89081359

王宅派出所 武义县王宅镇王宅村双岩路147号 0579-89077926

柳城派出所 武义县柳城镇城东路84号 0579-89079763

浦江县 浦江县局浦江县行政服务中心 浦江县浦阳街道仙华路68号 0579-84157165

金华

婺城区

金华山旅游经

济区

兰溪市

义乌市

东阳市

永康市

武义县



盘安县局盘安县行政服务中心
盘安县安文街道花月路211号365行政服

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
0579-84652958

新渥派出所 盘安县新渥街道宅口村 0579-84731086

尖山派出所 盘安县尖山镇同心街4号 0579-84506380

尚湖派出所 盘安县尚湖镇人民东路1号 0579-84771122

玉山派出所 盘安县玉山镇岭口村蟠龙小区107号 0579-84506301

盘山派出所 盘安县大盘镇盘山东路2号 0579-84501539

柯城行政服务中心公安大厅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三路副231号 0570-3012751

府山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讲舍街118号 0570-3021067

衢江区 大洲派出所 衢江区大洲镇滨二街2号 0570-2941202

柯山 柯山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衢化中央大道197号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0570-8768861

开发区 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
柯城区世纪大道767号衢州绿色产业园区

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公安窗口
0570-3117111

龙游行政服务中心
龙游县龙洲街道鹏程路18号行政服务中心

三楼
0570-7016114

湖镇派出所 龙游县湖镇镇龙兰路680号 0570-7064037

东华派出所 龙游县东华街道开源路23号 0570-7016086

小南海派出所 龙游县经济开发区龙山路 0570-7051475

城关派出所（天马街道办事处

公安窗口）
常山县天马街道胜利街40号 0570-5667799

城郊派出所（何家乡人民政府

公安窗口、同弓乡人民政府公

安窗口）

常山县何家乡、常山县同弓乡关庄桥村

官庄桥集镇
0570-5660303

外港派出所（紫港街道办事处

公安窗口、辉埠镇人民政府公

安窗口）

常山县紫港街道文教东路9号、常山县辉

埠镇万友大道6号
0570-5663005

新都派出所（金川街道办事处

公安窗口、白石镇人民政府公

安窗口）

常山县金川街道天马路528号、常山县白

石镇宝石中路5号
0570-8970570

球川派出所（球川镇人民政府

公安窗口）
常山县球川镇红旗路59号 0570-5667882

开化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开化县江滨南路5号 0570-6013900

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江山市虎山街道景星西路万商广场5号楼

0570-4031996

0570-4031997

0570-4031783

0570-4031812

金华

常山县

开化县

龙游县

柯城区

盘安县

衢州



定海办证中心公安窗口 定海区人民南路126号 0580-2022327

定海分局白泉社会综合服务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定海区白泉镇宝岛大道31号 0580-8075173

定海分局盐仓派出所 定海区盐仓街道兴舟大道396号 0580-8136352

定海分局双桥派出所
定海区双桥街道办事处（紫河路1号）后

面
0580-2563720

定海分局金塘社会综合服务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定海区金塘镇新道东路41号 0580-8235152

定海分局新港派出所 定海区白泉镇迎宾大道111号 0580-8062391

定海分局岑港边防派出所 定海区岑港镇新司前街16号 0580-8010117

定海分局西码头边防派出所 定海区干榄镇天籁路东方红幼儿园旁 0580-8091471

定海分局小沙边防派出所 定海区小沙街道庙桥小区对面 0580-8020155

普陀区办证中心公安窗口 普陀区东港街道海莲路80号 13735045009

普陀分局平阳浦派出所 普陀区东港街道新晨路23号 13967216632

普陀分局展茅派出所 普陀区展茅街道展振路3号 13867236174

普陀区六横镇便民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
普陀区六横镇三八路222号 15957055653

普陀分局台门边防派出所 普陀区六横镇台门湾49号 13706804096

普陀分局虾峙边防派出所 普陀区虾峙镇大岙一区74号 18957237451

普陀分局桃花边防派出所 普陀区桃花镇桃源中路1号 18358089521

岱山县办证中心公安窗口 岱山县高亭镇长河路169号 15905801946

衢山公安分局 岱山县衢山镇人民路405号 13666702299

嵊泗县办证中心公安窗口 嵊泗县菜园镇东市街22号 0580-5083429

嵊泗县公安局五龙派出所
嵊泗县五龙乡培英路1号 0580-5101110

嵊泗县公安局枸杞派出所
嵊泗县枸杞乡群艺街33号

0580-5211045

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行政服

务中心公安窗口
普陀区朱家尖街道庆丰路180号 0580-6870922

普陀山镇综合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
普陀区普陀山镇龙沙路8号 0580-6093222

新城管委会
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新城）
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555号 0580-2283232

椒江区
椒江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

窗口
椒江区江城南路88号 0576-88836727

黄岩区
黄岩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事务

窗口
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总商会大厦1楼 0576-84205676

路桥区
路桥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事务

窗口
路桥区腾达路1300号 0576-82409103

临海市
临海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

事务窗口
临海市古城街道凯歌路6号 0576-85280057

温岭市
温岭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事务

综合窗口
温岭市城西街道九龙大道555号 0576-86109738

玉环市
玉环市政服务中心公安事务综

合窗口
玉环市玉城街道解放塘农场知青路1号 0576-87357639

天台县
天台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安事务

窗口
天台县始丰街道天元东街99号 0576-83902077

仙居县
仙居县人民政府办事大厅公安

事务窗口
仙居县环城南路886号 0576-87810618

三门县
三门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安

综合窗口
三门县海游街道广场18号 0576-83306911

舟山

岱山县

嵊泗县

普陀山管委会

定海区

普陀区

台州



莲都区
丽水市行政服务中心莲都公安

综合窗口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岩

泉街道人民街607号三楼公安窗口
0578-2090291

青田县 青田县行政审批中心
浙江省青田县瓯南街道石郭工业园区（

审批中心2号楼3楼
0578-6806586

缙云县 缙云县公安局办事服务中心
浙江省缙云县黄龙路48号行政审批中心三

楼
0578-3230373

龙泉市 龙泉市行政服务中心
浙江省龙泉市贤良路333号行政服务中心

一楼
0578-7262119

遂昌县
遂昌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

窗口

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君子路96号一楼23

窗口
0578-8113561

松阳县 松阳县行政服务中心 浙江省松阳县西屏街道环城西路121号 0578-8801542

云和县 云和县行政审批中心
浙江省云和县城南路1号行政审批中心公

安窗口
0578-5385553

景宁县
景宁畲族自治县行政服务中心

公安户籍窗口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廊桥步

行街26号4号楼公安户籍窗口
0578-5896181

庆元县 庆元县行政审批中心
浙江省庆元县蒙洲街222号行政审批中心

二楼B区公安户籍窗口
0578-6271101

经济技术开发

区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大厅

浙江省丽水市绿谷大道309号国际车城15

号楼二楼开发区政务大厅公安窗口
0578-2786861

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