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相关信息
序号

省份

许可办理部门

办公地址

业务咨询电话

办事指南
http://banshi.beijing.gov.cn/pubt

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
1

北京

北京市商务局

丰台区西三环南路 1 号

ask/task/1/110000000000/24961
（010）55579489

(六里桥西南角)

2db-9565-11e9-8300-507b9d3e
4710.html?locationCode=11000
0000000&serverType=1003

2

天津

天津市商务局

3

河北

河北省商务厅

河东区红星路 79 号市政
务服务中心商务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和平西路 334 号服贸处

（022）24538825

-

（0311）87909192

-

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
4

山西

山西省商务厅

太原市小店区坞城南路

http://www.sxzwfw.gov.cn/icity
（0351）7731455

50 号
5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
商务厅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63
号 5 号楼

00-140000
（0471）6946127

辽宁

辽宁省商务厅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024）86894875

19 号

吉林

吉林省商务厅

务大厅：吉林省长春市

黑龙江

9

上海

黑龙江省
商务厅

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173 号

上海市商务委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村

员会

路 300 号 7 号楼 704 室

10000MB0W34234R22101004
http://zwfw.jl.gov.cn/jlszwfw/bs

（0431）82752971

人民大街 9999 号负一层
8

/web/matter/getContent?id=112
59000

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7

https://center.lnzwfw.gov.cn/api

辽宁省政务服务中心：
6

/icity/proinfo?code=1800-A-002

znxq/?taskCode=112200000135
45851U200012100100001

（0451）82627755

http://sswt.hlj.gov.cn/newsshow
.php?cid=162&id=1897

（021）23110710

http://www.jszwfw.gov.cn/jszwf

10

江苏

江苏省商务厅

南京市北京东路 29 号

（025）57710100

w/bscx/itemlist/fr_index.do?we
bId=1&deptid=

11

浙江

浙江省商务厅

浙江省商务厅智慧政务

http://www.zjzwfw.gov.cn/zjser

服务平台：浙江省杭州

vice/item/detail/index.do?localI

市延安路 466 号，浙江

（0571）87051846

nnerCode=bf6a20bc-fb0f-484e-

经贸大楼南 10 楼 1006

98c4-bea05dd299de&jurisCode

室

=330000
https://www.ahzwfw.gov.cn/bog

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
12

安徽

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与太湖路交叉口

-bsdt/static/workProcess/compo
（0551）62999722

nents/applicationMaterial.html?
ssqdCode=198706dd309d485da
fe3a5a1584b5279

http://zwfw.fujian.gov.cn/person
福建省商务厅行政服务
13

福建

福建省商务厅

中心：福州市铜盘路 118

-todo/todo-fingerpost?infoType
（0591）87270273

号

=1&unid=A7346A0187E19D5E
F66B1208033CDC1D&noNotic
e=true
http://www.jxzwfww.gov.cn/jxz

14

江西

江西省商务厅

南昌市北京西路 69 号

（0791）86246456

w/xzql/gotoxzqlmore.do?code=
360000-0017-XK-019&wid=1

济南市历阳大街 6 号银
15

山东

山东省商务厅

丰大厦 328 房间（邮编：

http://www.jxzwfww.gov.cn/jxz
（0531）89013708

250002）
16

河南

河南省商务厅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115 号

360000-0017-XK-019&wid=1
（0371）63576314

湖北

湖北省商务厅

北金茂大楼二楼大厅综

（027）85774272

合窗口

18

湖南

湖南省商务厅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

广东

20

广西

广东省商务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商务厅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 号外经贸大厦 31 楼
南宁市七星路 137 号外
经贸大厦 30 层

海南

海南省商务厅

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

de=11420000010890537G2000

nvirtualhall/serviceguide/jsp/ser
（0731）82287053

viceguidecklist.jsp?approve_id=
auto5E1DE62D6DF70E1CE053
0100007F7FB2&type=xndtbm

（020）38819861
（0771）2211682

http://zwfw.gxzf.gov.cn/art/202
0/8/25/art_3_16651708.html
https://wssp.hainan.gov.cn/hnwt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21

bszn/bsznpage.html?transactCo

http://zwfw-new.hunan.gov.cn/h

A04-A05 窗口
19

019/9/25/art_24_56146425.html

12100100069

湖南省政务服务大厅：
长沙市天心区银杏路 6

http://www.hnzwfw.gov.cn/art/2
http://zwfw.hubei.gov.cn/s/web/

武汉市江汉北路 8 号湖
17

w/xzql/gotoxzqlmore.do?code=

（0898）65381932

路3号

/handlingGuideline?id=389075
&sourcekey=F3CE9D97F50643
D387608DC07B0EE041
http://zwfw.cq.gov.cn/icity/icity
/project/proinfo?code=1150000
0MB0W8117XN300012100100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行政

002&orgname=undefined&orgc

服务大厅：南岸区南滨
22

重庆

重庆市商务委

路 162 号能源大厦 2 幢

（023）62662563

商业裙楼一楼行政服务

ode=500000129（限制出口）
http://zwfw.cq.gov.cn/icity/icity
/project/proinfo?code=1150000

大厅受理窗口

0MB0W8117XN300012100100
001&orgname=undefined&orgc
ode=500000129（限制进口）
http://www.sczwfw.gov.cn/app/
scworkguide/detail?id=3972392
794001432576&shardKey=510

23

四川

四川省商务厅

成都市草市街 2 号 5 楼

（028）86918020

0&typeflag=2（限制出口）
http://www.sczwfw.gov.cn/app/
scworkguide/detail?id=3972388
194737512448&shardKey=510
0&typeflag=2（限制进口）

24

贵州

贵州省商务厅

25

云南

云南省商务厅

贵阳市延安中路 48 号世
贸大厦 B 座 1707 室
昆明市官渡区北京路
175 号

（0851）88592923

-

（0879）63131679

http://swt.yn.gov.cn/wszwfwdt/

拉萨市城关区纳如路 1
26

西藏

西藏自治区

号拉萨“三级”政务服务

商务厅

大厅二楼法人业务综合

https://www.xzzwfw.gov.cn/por
（0891）6655664

T02 窗口
27

陕西

陕西省商务厅

西安市新城广场省政府
院内

tal/bszn/view.shtml?serviceOid
=bb597a946bad2801016bad826
c4015a1&btnName=
https://zwfw.shaanxi.gov.cn/icit

（029）63913979

y/icity/proinfo?id=9901D4F832
F6325CE053C90A12ACC5B2
http://www.gszwfw.gov.cn/art/2
019/12/20/art_412266_8922.ht

28

甘肃

甘肃省商务厅

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
532 号

（0931）8614236

ml（限制出口）
http://www.gszwfw.gov.cn/art/2
019/12/20/art_412266_8914.ht
ml（限制进口）

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 2
29

青海

青海省商务厅

号国贸大厦 14 楼 1406

-

（0971）6327783

机电和科技产业处

30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
商务厅

http://zwfw.nx.gov.cn/nxzw/bm

宁夏政务服务中心：银
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

（0951）6982621

108 号

bssxList.jsp?urltype=tree.TreeT
empUrl&wbtreeid=4365&deptI
d=ZZQ147
http://zwfw.xinjiang.gov.cn/list

31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商务厅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

（0991）2862026

Detailsnew.html?taskcode=1165

南路 1292 号

（0991）2861688

00000101834536200012100100
0&type=2

32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商务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
湖北路 516 号南湖明珠
大厦 16F

（0991）2896427
（0991）28964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