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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B_BD_E5_AE_c26_389152.htm 部门名称 地址 邮编 本部

门政府网站 考生咨询电话 国务院办公厅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

街2号 100017 无 010-83084868 外交部 朝阳门南大街2号 100701

www.mfa.gov.cn 010-6596518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西城

区月坛南街38号 100824 www.ndrc.gov.cn 010-68502872 教育部 

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 100816 www.moe.edu.cn 010-66096306

科学技术部 北京市复兴路乙15号科技部人事司干部处 100862

www.most.gov.cn 010-58881749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北京

市海淀区阜成路甲8号 100037 www.costind.gov.cn 010-8858139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2号 100800

www.seac.gov.cn 010-66056181 公安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

号公安部人事训练局 100741 www.mps.gov.cn 010-66261641 民

政部 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100721 www.mca.gov.cn

010-58123356 司法部 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10号 100020

www.legalinfo.gov.cn 010-65205541 财政部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

南三巷三号 100820 www.mof.gov.cn 010-68552620 人事部 北京

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7号 100013 www.mop.gov.cn 010-84214994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北京和平里中街12号劳动保障部人教司

100716 www.molss.gov.cn 010-84207730 国土资源部 北京市西城

区阜内大街64号 100812 www.mlr.gov.cn 010-66558525 建设部 北

京市三里河路9号 100835 www.cin.gov.cn 010-58933240 铁道部 

北京市复兴路10号 100844 www.china-mor.gov.cn 010-51848332 

交通部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1号 100736



www.moc.gov.cn 010-65293013 信息产业部 北京市西长安街13

号信息产业部人事司 100804 www.mii.gov.cn 010-66023385 水利

部 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二号 100053 www.mwr.gov.cn

010-63202732 农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 100026

www.agri.gov.cn 010-64194211 商务部 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

100731 www.mofcom.gov.cn 010-65198565 文化部 北京市东城区

朝阳门北大街10号 100020 www.ccnt.gov.cn 010-59881828 卫生

部 北京西直门外南路1号 100044 www.moh.gov.cn 010-68792892 

中国人民银行 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司

100800 www.pbc.gov.cn 010-66194839 审计署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

路北露园1号 100830 www.audit.gov.cn 010-68301429 海关总署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6号 100730 www.customs.gov.cn

010-65194109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115号

100035 www.sepa.gov.cn 010-66556300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北京

东四西大街155号 100710 www.caac.gov.cn 010-64473595 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 100866

www.chinasarft.gov.cn 010-86091931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市崇文

区体育馆路2号 100763 www.sport.gov.cn 010-87182839 新闻出版

总署 北京市东四南大街85号新闻出版总署人事教育司干部处

100703 www.gapp.gov.cn 010-65212718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 100088 www.aqsiq.gov.cn

010-82261815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

路甲38号 100810 www.sda.gov.cn 010-68311961 国家知识产权

局(含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六号

100088 www.sipo.gov.cn 010-62019359 国家旅游局 北京市东城

区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100740 www.cnta.gov.cn 010-65201931 国



家宗教事务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www.sara.gov.cn 010-64095174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西城区西

安门大街22号 100017 www.ggj.gov.cn 010-83085012 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5号 100037 www.gqb.gov.cn

010-68327467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9号

100017 www.chinalaw.gov.cn 010-6309444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 100010 www.drcnet.com.cn

010-65270999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www.nsa.gov.cn 010-68929981 中国地震局 北京市复兴路63号

100036 www.cea.gov.c 010-88015504 中国气象局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46号 100081 www.cma.gov.cn 010-68409044 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中国保监会

人事教育部 100032 www.circ.gov.cn 010-66281515 国家电力监管

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人事

培训部 100031 www.serc.gov.cn 010-66597427 国家粮食局 北京

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11号国宏大厦C座1102室 100038

www.chinagrain.gov.cn 010-63906158 国家外国专家局 北京市中

关村南大街一号5#楼50605室 100873 www.safea.gov.cn

010-68468024 国家海洋局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100860

www.soa.gov.cn 010-68047656 国家测绘局 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

国家测绘局 100830 www.sbsm.gov.cn 010-68325809 国家邮政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8号 100868 www.post.gov.cn

010-88323132 国家文物局 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10号国家文物

局人事处 100020 WWW.sach.gov.cn 010-59881540 国家外汇管

理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8号 100037 www.safe.gov.cn

010-68402196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马



甸东路9号 100088 www.cnca.gov.cn 010-82262731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北京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 100088 www.sac.gov.cn

010-82262590 中国纤维检验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20号

100013 www.cfi.gov.cn 010-6423533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宣武门西大街26号国资委人事局调配处 100053

www.sasac.gov.cn 010-63193744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 北京市宣武

区南线阁街58号 100053 www.nsbd.gov.cn 010-63204585 国务院

扶贫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 100026

www.cpad.gov.cn 010-64193098 中华供销合作总社 北京复兴门

内大街45号总社人事部 100801 www.chinacoop.gov.cn

010-66052905 国务院信息办 北京1720信箱综合组 100017

www.mop.gov.cn 010-83083739 中国地质调查局 北京市西城区

黄寺大街24号院22号楼 100011 www.cgs.gov.cn 010-51632866 国

家土地督察北京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

100037 http://www.mlr.gov.cn 010-88306216 国家土地督察沈阳

局 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东路4号 110032 http://www.mlr.gov.cn

024-62573301 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 上海市武康路378号605室

200031 http://www.mlr.gov.cn 021-64458858转8605 国家土地督察

南京局 南京市牌楼巷47-1号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转

210029 http://www.mlr.gov.cn 025-84898904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

局 济南市济王路174号3 250014 http://www.mlr.gov.cn

0531-88153979 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 广州市豪贤路193号

510030 http://www.mlr.gov.cn 020-83195957 国家土地督察武汉

局 武汉市紫阳东路12号 430070 http://www.mlr.gov.cn

027-87271333 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 成都市武侯区大石西路89

号 610041 http://www.mlr.gov.cn 028-87017922 国家土地督察西



安局 西安市丈八东路8号中心大厦六楼 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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