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市 區縣 受理點名稱 受理點地址 諮詢聯繫電話

清波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區四宜路61號 0571-87780283

湖濱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區郵電路22號 0571-87066275

小營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區翰林街107號 0571-87183051

南星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區洋泮路85號 0571-86081748

紫陽派出所 杭州市上城區南瓦坊3幢 0571-86053281

望江派出所 杭州上城區望江家園東園3幢（北大門） 0571-86802479

天水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玄壇弄78號 0571-85066940

文暉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閘弄口127號 0571-85373110

石橋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石橋街道太公街80號 0571-86959119

長慶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遙祥寺巷2幢 0571-87015749

東新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重機巷66號 0571-85382548

朝暉路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朝暉三區45號 0571-85234847

潮鳴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艮山福居1幢 0571-85198913

武林派出所 杭州市下城區觀巷47號 0571-87016407

采荷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凱旋路33-3號 0571-86995694

筧橋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機場路230號  0571-85143508

凱旋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景芳路170號 0571-86960951

閘弄口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天城路58號 0571-58120110

四季青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景禦路173號 0571-56756110

彭埠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艮山東路295號  0571-86015014

九堡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杭海路1237號 0571-56756009

丁蘭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丁蘭街道環丁路1445號 0571-85354008

康橋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康橋路166號 0571-88041296

米市巷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湖墅南路337號-3 0571-88380685

湖墅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湖墅新村42號 0571-58107114

小河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古運路81號（古運大廈一

樓）
0571-89922270

拱宸橋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溫州路33號 0571-88041778

和睦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和睦新村48幢 0571-88099708

祥符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莫干山路858號 0571-88174130

上塘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上塘路393-1號 0571-89973166

大關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大關南八苑12幢 0571-88313720

半山派出所 杭州市拱墅區寧和弄3號 0571-85034123

古蕩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益樂路36號 0571-88935730

文新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紫荊花路110號 0571-88984184

西溪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武林巷55號 0571-88801184

玉泉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浙大路7號 0571-56887833

北山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西溪路152號 0571-87991793

留下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留下街130號 0571-85227127

翠苑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教工路197號 0571-56729301

三墩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三墩鎮文星橋25號 0571-56301836

蔣村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文二西路816號 0571-81022352

雙浦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袁浦街101號 0571-87644992

轉塘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龍塢工業園區8號 0571-8731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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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派出所 杭州市濱江區長河街道網商路115號 0571-86627177

高新派出所 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誠業路2號 0571-86696044

浦沿（高教園）派出所 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鎮前路70號 0571-86632123

西興派出所 杭州市濱江區西興街道江漢東路150號 0571-86686118

白楊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學源街與文澤路交叉口 0571-87283140

金沙湖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學源街與幸福南路交叉口

以東
0571-87283170

聞潮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聽濤路201號 0571-87283190

下沙派出所
杭州市江幹區德勝東路2777號（金茂家居

廣場南大門）
0571-89704607

九溪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之江路60號 0571-86591045

南山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南山路2號 0571-87999292

靈隱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靈隱路34號 0571-87979917

嶽廟派出所 杭州市西湖區孤山路9號 0571-87978336

河莊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河莊街道河莊大道與河景

路交界處往西100米
0571-82911101

新灣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新灣街道新宏路11號 0571-82195988

義蓬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義蓬街道義府大街與橫一

路交界處
0571-82168097

新塘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新塘街道南秀路03省道東複

綫交叉口（新塘科創園正對面）
0571-82738125

臨浦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臨浦鎮臨北路（臨浦鎮中

心幼稚園對面）
0571-82472852

城廂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城廂街道拱秀路518號 0571-82725517

北幹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北幹街道金城路1766號 0571-82723207

蜀山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蜀山街道金西路賀知章學

校北側
0571-82766803

市北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甯稅路578號 0571-82831967

寧圍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寧圍鎮利華路553號 0571-82864989

新街派出所
新街街道楓香路新街街道辦事服務中心

一樓
0571-82852110

瓜瀝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瓜瀝鎮航民路122號 0571-82551557

義橋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義橋鎮油虎線（義橋星天

地對面）
0571-82409256

戴村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戴村鎮淩溪路5號 0571-82236197

黨灣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党灣鎮文化路207號 0571-82103309

衙前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衙前鎮衙前路317號 0571-82757319

所前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所前鎮繆家村大治橋南103

號
0571-82776475

河上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河上鎮大溪路393號 0571-82204110

浦陽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浦陽鎮振浦路16號 0571-82401026

進化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雲飛大道958號 0571-82454075

南陽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南陽街道惠南街174號 0571-82180500

聞堰派出所
蕭山區聞堰街道裴瑛路、五金路交叉口

東南側（聞堰衛生院西側）
0571-82301032

靖江派出所 蕭山區靖江街道貴賓路1號 0571-82991561

益農派出所 蕭山區益農鎮信益線益農初中南側 0571-82526600

樓塔派出所 杭州市蕭山區樓塔鎮樓家塔村下祠弄1號 0571-8222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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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良渚街道莫干山路2291號 0571-88781301

臨平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臨平街道星光街171號 0571-89181399

余杭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余杭街道鳳新路180號 0571-88668045

運河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運河街道亭趾社區湖潭路

132號
0571-86213002

喬司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喬司街道保慶街70號 0571-86291000

塘棲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塘棲鎮文苑路19號 0571-86378676

仁和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仁和街道仁河大道1-5號 0571-86391009

崇賢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崇賢街道崇杭街117號綜合

治理中心一樓辦證大廳
0571-86273119

閑林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閑林街道聯榮路178號 0571-88681064

中泰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中泰街道中泰路292號 0571-88634268

五常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五常街道聯勝路39號 0571-88733166

瓶窯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瓶窯鎮華興路552-18號 0571-88548180

黃湖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黃湖鎮吳四坊43號 0571-88519211

徑山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徑山鎮宏豐路25號 0571-88586110

南苑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南苑街道雪海路7號 0571-86222673

東湖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東湖街道超峰西路5號 0571-89181192

星橋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星橋街道星橋南路6號社會

管理服務中心辦事大廳
0571-86266559

倉前派出所 杭州市余杭區倉前街道倉興街348號 0571-88620053

銀湖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銀湖街道高橋北路56號 0571-63432119

城東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富春街道迎賓路29號 0571-63330083

城西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富春街道康月路81號 0571-63330186

新登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新登鎮新興東路6號 0571-63256110

城南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春江街道春南路371號 0571-63586884

東洲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東洲街道民聯村 0571-61732900

大源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大源鎮浦東路1號 0571-63594370

靈橋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靈橋鎮靈橋村望仙南路1號 0571-63550560

三山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鹿山街道蔣家村新建路8號 0571-63485222

場口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場口鎮場口新街 0571-63560110

常安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常安鎮大田村20號 0571-63560878

龍門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龍門鎮龍門一村 0571-63507805

萬市派出所 杭州市富陽區萬市鎮黃宅1號 0571-63261100

城北派出所 桐廬縣桐君街道牛山塢7號 0571-64603876

城南派出所 桐廬縣城南街道金東路397號 0571-64220979

橫村鎮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桐廬縣橫村鎮橫政路299號 0571-64671617

分水便民服務中心二樓 桐廬縣分水鎮院士路98號 0571-64335110

瑤琳派出所 桐廬縣瑤琳鎮仙境路111號 0571-64361666

富春江派出所
桐廬縣富春江鎮黃坡嶺28號富春江鎮行政

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0571-64650282

江南派出所 桐廬縣江南鎮窄石路789號 0571-64291567

鳳川派出所 桐廬縣鳳川街道鳳翔路19號 0571-6426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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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化派出所
臨安區昌化鎮西街58號昌化鎮行政服務中

心
0571-63662550

於潛派出所
臨安區於潛鎮幸福街1號於潛鎮行政服務

中心
0571-63889130

昌北派出所 臨安區島石鎮島石街15號 0571-63637079

玲瓏派出所 臨安區玲瓏街道高坎畚鬥灣7號 0571-63762477

太湖源派出所 臨安區太湖源鎮青溪街256號 0571-63792300

高虹派出所 臨安區青山湖街道慶林街95號 0571-63772110

青山派出所 臨安區青山湖街道南環北路無門牌 0571-63786996

錦城派出所
臨安區錦北街道平山路369號行政服務中

心三樓
0571-23616087

錦北派出所
臨安區錦北街道平山路369號行政服務中

心三樓
0571-23616101

板橋派出所 臨安區板橋鎮板橋村羅村66號 0571-63780110

建德市行政服務中心 建德市洋溪街道洋安社區荷映路113號 0571-64780210

壽昌派出所（辦證中心公安窗

口）
建德市壽昌鎮鎮政府大院11樓一層 0571-64565538

梅城派出所 建德市梅城鎮文化路6號 0571-64141902

建德市行政服務中心乾潭分中

心
建德市萬樂路100號行政服務中心一樓 0571-64172762

大同派出所 建德市大同鎮永平西路3號 0571-64585110

城南派出所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白沙社區三和路43號 0571-64703112

大洋派出所 建德市大洋鎮振興路與英烈路交叉口 0571-64166628

楊村橋派出所 建德市楊村橋鎮官路村百旗東路105號 0571-64158501

三都派出所 建德市三都鎮文衛路58號 0571-64186110

淳安縣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千島湖鎮環湖北路379號 0571-64819826

威坪派出所 淳安縣威坪鎮雙溪路128號 0571-64891100

石林派出所 淳安縣石林鎮富德村36號 0571-64873765

大市派出所 淳安縣大墅鎮大市路25號 0571-64844200

臨岐派出所 淳安縣臨岐鎮魚市街73號 0571-64991085

汾口派出所
淳安縣汾口鎮行政服務中心二樓公安窗

口（汾口法庭對面）
0571-65050918

薑家派出所 淳安縣薑家鎮獅城路405號 0571-64861449

海曙區 海曙戶政中心 寧波市海曙區中山西路326號 0574-87119541

江北區 江北戶口證件辦理中心 寧波市江北區清河路66號 0574-87667110

駱駝派出所辦證大廳 鎮海區駱駝街道南二西路355號 0574-86635716

蛟川派出所辦證大廳 鎮海區蛟川街道俞范東路1288號 0574-86635640

北侖區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寧波市北侖區新碶街道長江路1166號 0574-86783550

大碶派出所辦證窗口
寧波市北侖區大碶街道文化宮便民服務

中心
0574-86775515

小港派出所辦證窗口 寧波市北侖區小港街道海天路1000號 0574-86775559

首南派出所 寧波市鄞州區天童南路939號 0574-88154959

新城派出所 寧波市鄞州區百丈東路2502號 0574-81985816

奉化區 奉化公安分局行政審批科
寧波市奉化區大成東路277號行政服務中

心二樓公安服務窗口
0574-88587188

余姚市蘭江派出所 余姚市蘭江街道廣安路189號 0574-62867060

余姚市梨洲派出所 余姚市梨洲街道藍達路2號 0574-62867008

余姚市鳳山派出所 余姚市陽明街道舜水北路55-5號 0574-62866363

余姚市陽明派出所 余姚市陽明街道長城路18號 0574-62866365

余姚市泗門派出所 余姚市泗門鎮光明南路99號 0574-6213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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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丈亭派出所 余姚市丈亭鎮漁溪路98號 0574-62867397

慈溪市 慈溪市公安局城區戶證中心 慈溪市三北大街486號 0574-63331222

甯海行政服務中心 甯海縣躍龍街道金水東路5號 0574-65131708

西店行政服務中心 甯海縣西店鎮振興南路162號 0574-59977717

象山縣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象山縣丹西街道象山港路300號 0574-65733511

石浦分中心公安窗口 象山縣石浦鎮鳳棲路138號 0574-65987531

大榭開發區 大榭開發區行政服務中心
大榭開發區行政服務中心東大樓一樓20號

公安窗口
0574-86777071

高新技術開發

區
高新區行政服務中心 高新區廣賢路997號 0574-87738550

東錢湖旅遊度

假區

東錢湖旅遊度假區行政服務中

心2樓公安窗口
寧波市東錢湖旅遊度假區玉泉南路302號 0574-88366421

杭州灣新區 杭州灣新區行政服務中心 杭州灣新區興慈一路296號 0574-63008532

鹿城區
鹿城區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公

安窗口）
鹿城區南郊街道寬頻路18號 0577-56963531

龍灣區 蒲州派出所 龍灣區蒲州街道蒲興路2號 0577-86524110

甌海區 茶山派出所 甌海區茶山街道高科路1號 0577-86695110

經濟技術開發

區
星海派出所 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明珠路850號9號樓 0577-85851917

洞頭區
洞頭區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

口）
洞頭區北嶴街道海興路136號 0577-63388118

里安市
里安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

口）
里安市安陽街道文莊路777號 0577-66802961

樂清市 樂成派出所 樂清市城東街道伯樂東路888號 0577-61882506

永嘉縣 甌北派出所 永嘉縣甌北街道羅中南路8號 0577-57755726

平陽縣
平陽縣行政審批中心（公安窗

口）
平陽縣昆陽鎮興良路2號 0577-63732929

蒼南縣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公

安窗口）
蒼南縣靈溪鎮人民大道555號 0577-64718201

龍港鎮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公

安窗口）
蒼南縣龍港鎮柳南路與西二街交匯處

0577-68621017，

0577-68621006

文成縣
文成縣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公

安窗口）
文成縣大嶨鎮城東大道128號 0577-67821779

泰順縣
泰順縣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公

安窗口）
泰順縣羅陽鎮新城大道117號 0577-59290110

湖州市市民服務中心公安戶籍

窗口
湖州市吳興區金蓋山路66號 0572-2219110

吳興區織裡鎮行政服務中心公

安服務窗口
織裡鎮吳興大道255號 0572-2536103

南潯區
南潯區政務服務中心公安服務

窗口
南潯鎮南林中路660號1號樓 0572-3066079

德清縣德清縣行政服務中心 德清縣武康街道千秋街1號 0572-8815192

德清縣乾元鎮便民服務中心 德清縣乾元鎮西郊路32號 0572-8423610

德清縣新市鎮便民服務中心 德清縣新市鎮新北路148號 0572-8183428

長興縣市民服務中心公安服務

窗口
長興縣龍山街道錦繡路8號 0572-6633135

長興縣和平派出所 長興縣和平鎮前街896號 0572-6633536

長興縣泗安派出所 長興縣泗安鎮綠洲大道325號 0572-6633597

安吉縣局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

口
安吉縣天荒坪南路62號三樓 0572-5554372

安吉縣局梅溪派出所 安吉縣梅溪鎮人民西路５號 0572-5554710

安吉縣局孝豐派出所 安吉縣孝豐鎮清德路087號 0572-5554619

安吉縣

長興縣

余姚市

寧海縣

象山縣

寧波

溫州

湖州

蒼南縣

吳興區

德清縣



南湖分局南湖派出所 嘉興市南湖區景湖路318號 0573-82853500

南湖分局大橋派出所 嘉興市中環南路1號07省道交叉口 0573-83016403

秀洲區 秀洲分局新城派出所
嘉興市秀洲區聚賢路393號（新安國際醫

院東側）
0573-82791736

經開分局嘉北派出所
嘉興市東升西路1號嘉北街道社會服務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0573-82218024

經開分局塘匯派出所
嘉興市塘匯路986號塘匯街道社會服務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0573-82339322

嘉善縣局姚莊派出所 嘉善縣姚莊鎮興學路328號 0573-84779399

嘉善分局羅星派出所 嘉善縣羅星街道車站南路889號 0573-84122779

嘉善縣局惠民派出所 嘉善縣惠民街道四明路110號 0573-84645455

嘉善縣局魏塘派出所 嘉善縣魏塘街道談公北路328號 0573-84121936

平湖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平湖市當湖街道勝利路380號市行政服務

中心4號樓1樓
0573-85122662

平湖市局鐘埭派出所 平湖市鐘埭街道新平二路555號 0573-85090105

乍浦鎮行政辦證中心
嘉興市港區行政審批中心（乍浦鎮天妃

路929號）
0573-85521414

海鹽縣 海鹽縣行政審批中心公安窗口
海鹽縣武原街道棗園東路100號縣辦證中

心公安窗口

0573-86111264

0573-86121693

0573-86112640

海寧市 海寧市公安局辦證中心
海甯市文宗路水月亭西路路口（電信局

對面）

0573-87233128

0573-87021921

桐鄉市公共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桐鄉市梧桐街道康民東路58號桐鄉市公共

服務中心二號樓一樓

0573-88112025

0573-88112026

桐鄉市局烏鎮派出所 桐鄉市烏鎮鎮虹橋路258號 0573-89380826

越城區行政服務中心 越城區迪蕩惠利街20號行政服務中心三樓 0575-88604910

越城區斗門派出所
越城區斗門街道湯公路與329國道口斗門

街道便民服務中心
0575-88159020

柯橋區 柯橋區行政服務中心
柯橋街道華齊路1066號柯橋區行政服務中

心二樓公安窗口
0575-84125980

上虞區 上虞區便民服務中心
上虞區百官街道稱山南路218號便民服務

中心2號大廳一樓
0575-82766165

新昌縣 新昌縣行政服務中心
新昌縣七星街道鼓山西路205號行政服務

中心
0575-86624695

諸暨市 諸暨市公共服務中心
諸暨市浣東街道暨東路58號諸暨市公共服

務中心一樓公安3-7號窗口
0575-80727055

嵊州市 嵊州市行政服務中心
嵊州市三江街道興旺街1號行政服務中心

公安窗口
0575—83135353

平湖市

桐鄉市

南湖區

經濟技術開發

區

嘉善縣

越城區

嘉興

紹興



婺城分局辦證中心 金華市婺城區環城西路2888號 0579-82290110

婺城分局新城區服務中心
金華市婺城區紫金南街369號區行政服務

中心
0579-82226569

經濟技術開發

區
江南分局金華市行政服務中心

金華市婺城區雙龍南街858號二樓公安服
務區

0579-89104917

金東區 金東分局金東區行政服務中心
金華市金東區多湖街道光南路與康濟街

交叉口
0579-82190355

金華山分局羅店派出所 金華市婺城區羅店鎮環鎮公路66號 0579-82592287

金華山分局赤松派出所
金華市金東區赤松鎮崗上村星橋南街17

號
0579-82090816

蘭溪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綜合
大廳

蘭溪市振興路500號行政服務中心一樓 0579-88902703

上華派出所 蘭溪市上華街道瓦灶頭村 0579-88291003

靈洞派出所 蘭溪市靈洞鄉方下店村1號 0579-89019250

永昌派出所 蘭溪市永昌街道鎮前西路1號 0579-88132829

遊埠派出所 蘭溪市遊埠鎮和安南路37號 0579-89019235

黃店派出所 蘭溪市黃店鎮都心村 0579-89016109

香溪派出所 蘭溪市香溪鎮香二村廣場路28號 0579-88138875

馬澗派出所 蘭溪市馬澗鎮驥興路101號 18058924433

梅江派出所 蘭溪市橫溪鎮蘭浦西路1號 0579-89022703

諸葛派出所 蘭溪市諸葛鎮330國道武侯大道433號 0579-89022716

義烏市行政服務中心 義烏市望道路300號 0579-85570020

稠城派出所 義烏市稠州北路8號 0579-85579211

福田派出所 義烏市荷葉塘凱旋南路86號辦證大廳 0579-85563015

江東派出所 義烏市江東街道橋東街12號 0579-85371766

稠江派出所 義烏市稠州西路81巷31號 0579-85322282

北苑派出所 義烏市北苑街道春晗路118號 0579-85263320

後宅派出所
義烏市後宅街道城北路與站前大道交叉

口 （後宅交警隊旁）
0579-85680129

蘇溪派出所 義烏市蘇溪鎮銀海路1號蘇溪所辦證大廳 0579-85919503

廿三裡派出所
義烏市廿三裡街道金麟北路與永樂路交

叉口廿三裡派出所辦事大廳
0579-85019715

城西派出所 義烏市城西街道求真路566號 0579-85899116

佛堂派出所 義烏市朝陽東路91號 0579-85727011

東陽市局東陽市行政服務中心 東陽市江北行政服務中心 0579-86096363

南市派出所 東陽市西峴路81號 0579-86096679

橫店派出所 東陽市橫店鎮江濱西路 0579-86096730

南馬派出所 東陽市南馬鎮人民南路 0579-86096759

巍山派出所 東陽市巍山鎮懷萬路17號 0579-86096776

永康市局永康市行政服務中心
永康市東城街道金城路21號二樓公安窗

口
0579-87101659

永康市行政服務中心古山分中
心

永康市古山鎮迎賓大道2號 0579-89266092

武義縣局武義縣行政服務中心 武義縣壺山街道湖濱路15號 0579-87660069

桐琴派出所 武義縣桐琴鎮東幹村新興西路44號 0579-89081359

王宅派出所 武義縣王宅鎮王宅村雙岩路147號 0579-89077926

柳城派出所 武義縣柳城鎮城東路84號 0579-89079763

浦江縣 浦江縣局浦江縣行政服務中心 浦江縣浦陽街道仙華路68號 0579-84157165

金華

婺城區

金華山旅遊經

濟區

蘭溪市

義烏市

東陽市

永康市

武義縣



磐安縣局磐安縣行政服務中心
磐安縣安文街道花月路211號365行政服

務中心二樓公安綜合窗口
0579-84652958

新渥派出所 磐安縣新渥街道宅口村 0579-84731086

尖山派出所 磐安縣尖山鎮同心街4號 0579-84506380

尚湖派出所 磐安縣尚湖鎮人民東路1號 0579-84771122

玉山派出所 磐安縣玉山鎮嶺口村蟠龍社區107號 0579-84506301

盤山派出所 磐安縣大盤鎮盤山東路2號 0579-84501539

柯城行政服務中心公安大廳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荷三路副231號 0570-3012751

府山派出所綜合服務窗口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講舍街118號 0570-3021067

衢江區 大洲派出所 衢江區大洲鎮濱二街2號 0570-2941202

柯山 柯山行政審批服務大廳 衢化中央大道197號行政審批服務大廳 0570-8768861

開發區 開發區行政服務中心
柯城區世紀大道767號衢州綠色產業園區

行政服務中心三樓公安窗口
0570-3117111

龍遊行政服務中心
龍游縣龍洲街道鵬程路18號行政服務中心

三樓
0570-7016114

湖鎮派出所 龍游縣湖鎮鎮龍蘭路680號 0570-7064037

東華派出所 龍游縣東華街道開源路23號 0570-7016086

小南海派出所 龍游縣經濟開發區龍山路 0570-7051475

城關派出所（天馬街道辦事處

公安窗口）
常山縣天馬街道勝利街40號 0570-5667799

城郊派出所（何家鄉人民政府

公安窗口、同弓鄉人民政府公

安窗口）

常山縣何家鄉、常山縣同弓鄉關莊橋村

官莊橋集鎮
0570-5660303

外港派出所（紫港街道辦事處

公安窗口、輝埠鎮人民政府公

安窗口）

常山縣紫港街道文教東路9號、常山縣輝

埠鎮萬友大道6號
0570-5663005

新都派出所（金川街道辦事處

公安窗口、白石鎮人民政府公

安窗口）

常山縣金川街道天馬路528號、常山縣白

石鎮寶石中路5號
0570-8970570

球川派出所（球川鎮人民政府

公安窗口）
常山縣球川鎮紅旗路59號 0570-5667882

開化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開化縣江濱南路5號 0570-6013900

江山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江山市虎山街道景星西路萬商廣場5號樓

0570-4031996

0570-4031997

0570-4031783

0570-4031812

金華

常山縣

開化縣

龍遊縣

柯城區

磐安縣

衢州



定海辦證中心公安窗口 定海區人民南路126號 0580-2022327

定海分局白泉社會綜合服務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定海區白泉鎮寶島大道31號 0580-8075173

定海分局鹽倉派出所 定海區鹽倉街道興舟大道396號 0580-8136352

定海分局雙橋派出所
定海區雙橋街道辦事處（紫河路1號）後

面
0580-2563720

定海分局金塘社會綜合服務管

理中心公安窗口
定海區金塘鎮新道東路41號 0580-8235152

定海分局新港派出所 定海區白泉鎮迎賓大道111號 0580-8062391

定海分局岑港邊防派出所 定海區岑港鎮新司前街16號 0580-8010117

定海分局西碼頭邊防派出所 定海區幹欖鎮天籟路東方紅幼稚園旁 0580-8091471

定海分局小沙邊防派出所 定海區小沙街道廟橋社區對面 0580-8020155

普陀區辦證中心公安窗口 普陀區東港街道海蓮路80號 13735045009

普陀分局平陽浦派出所 普陀區東港街道新晨路23號 13967216632

普陀分局展茅派出所 普陀區展茅街道展振路3號 13867236174

普陀區六橫鎮便民服務中心公

安窗口
普陀區六橫鎮三八路222號 15957055653

普陀分局台門邊防派出所 普陀區六橫鎮台門灣49號 13706804096

普陀分局蝦峙邊防派出所 普陀區蝦峙鎮大嶴一區74號 18957237451

普陀分局桃花邊防派出所 普陀區桃花鎮桃源中路1號 18358089521

岱山縣辦證中心公安窗口 岱山縣高亭鎮長河路169號 15905801946

衢山公安分局 岱山縣衢山鎮人民路405號 13666702299

嵊泗縣辦證中心公安窗口 嵊泗縣菜園鎮東市街22號 0580-5083429

嵊泗縣公安局五龍派出所
嵊泗縣五龍鄉培英路1號 0580-5101110

嵊泗縣公安局枸杞派出所
嵊泗縣枸杞鄉群藝街33號

0580-5211045

普陀山-朱家尖管委會行政服

務中心公安窗口
普陀區朱家尖街道慶豐路180號 0580-6870922

普陀山鎮綜合服務中心公安窗

口
普陀區普陀山鎮龍沙路8號 0580-6093222

新城管委會
舟山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窗口

（新城）
定海區臨城街道翁山路555號 0580-2283232

椒江區
椒江區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綜合

窗口
椒江區江城南路88號 0576-88836727

黃岩區
黃岩區行政服務中心公安事務

窗口
黃岩區勞動北路118號總商會大廈1樓 0576-84205676

路橋區
路橋區行政服務中心公安事務

窗口
路橋區騰達路1300號 0576-82409103

臨海市
臨海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綜合

事務窗口
臨海市古城街道凱歌路6號 0576-85280057

溫嶺市
溫嶺市行政服務中心公安事務

綜合窗口
溫嶺市城西街道九龍大道555號 0576-86109738

玉環市
玉環市政服務中心公安事務綜

合窗口
玉環市玉城街道解放塘農場知青路1號 0576-87357639

天台縣
天台縣行政服務中心公安事務

窗口
天台縣始豐街道天元東街99號 0576-83902077

仙居縣
仙居縣人民政府辦事大廳公安

事務窗口
仙居縣環城南路886號 0576-87810618

三門縣
三門縣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公安

綜合窗口
三門縣海遊街道廣場18號 0576-83306911

舟山

岱山縣

嵊泗縣

普陀山管委會

定海區

普陀區

台州



蓮都區
麗水市行政服務中心蓮都公安

綜合窗口

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岩

泉街道人民街607號三樓公安窗口
0578-2090291

青田縣 青田縣行政審批中心
浙江省青田縣甌南街道石郭工業園區（

審批中心2號樓3樓
0578-6806586

縉雲縣 縉雲縣公安局辦事服務中心
浙江省縉雲縣黃龍路48號行政審批中心三

樓
0578-3230373

龍泉市 龍泉市行政服務中心
浙江省龍泉市賢良路333號行政服務中心

一樓
0578-7262119

遂昌縣
遂昌縣行政服務中心公安綜合

窗口

浙江省遂昌縣妙高街道君子路96號一樓23

窗口
0578-8113561

松陽縣 松陽縣行政服務中心 浙江省松陽縣西屏街道環城西路121號 0578-8801542

雲和縣 雲和縣行政審批中心
浙江省雲和縣城南路1號行政審批中心公

安窗口
0578-5385553

景寧縣
景甯佘族自治縣行政服務中心

公安戶籍窗口

浙江省景甯佘族自治縣紅星街道廊橋步

行街26號4號樓公安戶籍窗口
0578-5896181

慶元縣 慶元縣行政審批中心
浙江省慶元縣濛洲街222號行政審批中心

二樓B區公安戶籍窗口
0578-6271101

經濟技術開發

區
麗水經濟技術開發區政務大廳

浙江省麗水市綠谷大道309號國際車城15

號樓二樓開發區政務大廳公安窗口
0578-2786861

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