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原 分 局

单位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中原分局 67692215
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东北

角中原区政务服务中心

建设路派出所户籍室 16603806795 市场街文化宫路交叉口西北角

林山寨派出所户籍室 86264056 互助路百花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

航海西路派出所户籍大厅 88959110 桐柏路与汝河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路南

汝河路派出所户籍大厅 89937511 桐柏路与汝河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路南

绿东村派出所户籍室 86264060 陇海西路与华山路交叉口向西1000米路南

三官庙派出所户籍室 65357390 郑上路华山路交叉口三官庙村内

中原西路派出所户籍室 53316770 中原路与华山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南

桐柏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8693 桐柏路与煤仓街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

秦岭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8695 建设路与桐柏路交叉口国棉一厂院内

棉纺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8668 建设路国棉三厂家属区内

须水户籍大厅（须水派出所
、莲湖派出所、柳湖派出所
、西流湖派出所合署办公）

67642266 凯旋路与文思街交叉口向北100米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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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地址

二七分局 68880556 淮南街7号院

德化街派出所户籍室

86191017 沿河路9号

解放路派出所户籍室

铭功路派出所户籍室

一马路派出所户籍室

福华街派出所户籍室 86262985 京广中路9号

建中街派出所户籍室 86262973 保全街5号

大学路派出所户籍室 56760985
交通路与郑大市场南街交叉口向西10米，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大厅

蜜蜂张派出所户籍室 58615382 蜜蜂张街66号

五里堡派出所户籍室 56760980 合作路北头临铁路

淮河路派出所户籍室 68010593 郑密路19号

京广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50808 祥云路55号

长江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50818 京广南路66号

人和路派出所户籍室 58586118 沅江路94-27号

嵩山路派出所户籍室 68959118 淮南街52号

侯寨派出所户籍室 68821696 南四环嵩山南路东300米路北

马寨派出所户籍室 86251160 思源路与林荫北路十字路口西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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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城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管城分局 86150166
紫辰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往南100米

路西

陇海马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5625 陇海南里12号

二里岗派出所户籍室 66305698
未来路666号（未来路与陇海路交叉

口向南50米路西）

城东路派出所户籍室 15517116210
城东路80号（城东路与商城路交叉口

往南50米路东）

北下街派出所户籍室 86265030
清真寺街49号（商城路与清真寺街交

叉口向北50米）

西大街派出所户籍室 15517116213
北乾元街55号（南下街与大同路交叉

口往南20米路西） 

东大街派出所户籍室 86264963
紫荆山路与城南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

南（太极公馆院内）

南关街派出所户籍室 86265645 布厂街113号

航海东路派出所户籍室 66829636
果园南路与银莺路交叉口向南500米

路西

紫荆山南路派出所户籍室 66816019
紫辰路56号（紫辰路与紫东璐交叉口

向南200米路西）

十八里河派出所户籍室 55257115 南三环与通站路交叉口向南500米路东

南曹派出所户籍室

55251695 富茂路27号

金岱派出所户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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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济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惠济分局 86266024
生产路4号

(南阳路与生产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

长兴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6136
临时办公地点

长兴路北头（老鸦陈老年安置房20排
13号）

刘寨派出所户籍室 86266330
南阳路144号院

（南阳路与红润路向北20米路东刘寨办事
处院内）

新城派出所户籍室 13733866971 开元路与清华园路交叉口东20米路南

花园口派出所户籍室 86266188
金桥路4号

（金桥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

迎宾路派出所户籍室 63703115
英才街161号

（文化路与英才街交叉口向西800米路南）

江山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6199
江山路261号院

（江山路下坡杨村对面老鸦陈办事处院
内）

古荥派出所户籍室 86266311 惠济区古荥镇古须路中段4号

大河路派出所户籍室 86266373
绿源路56

（惠济区绿源路中段惠济桥村口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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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水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分局户籍室 86261019 西里路46号

杜岭户籍室 66215110 西里路46号

花园路户籍室 86261039 政五街5号

人民路户籍室 86261049 东里路34号

经八路户籍室 86261029 经八路20号

金水河户籍室 18703667359 纬一路13号

丰产路户籍室 86250271 经一路北36号

北林路户籍室 86250271 经一路北36号

东风路户籍室 86250193 园田路9号附2号

丰庆路户籍室 86250192 国基路106号

未来路户籍室 85517110 凤台北路6号

凤凰台户籍室 86030876 青年路1号

南阳路户籍室 63936648 岗杜北街2号

大石桥户籍室 15729378770 金水路46号

文化路户籍室 63365738 信息学院路9号

南阳新村户籍室 86157160 丰庆路26号

国基路户籍室 67357110 郑花路139号

杨金路户籍室
56626112 慧秀路88号

兴达路户籍室

1



郑 东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郑东分局 86266735 黄河南路兴荣街交叉口向西50米

博学路派出所户籍室 86535989
东三环金水东路交叉口贾岗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

金光路派出所户籍室 15729375991 良秀路与圃田泽路交叉口

豫兴路派出所户籍室 85390969 瑞云路与迎祥街北200米

圃田派出所户籍室 86252381 汉风路与贾陈街交叉口东南角

龙子湖派出所户籍室 65366110 博学路与薛夏南街交叉口

白沙派出所户籍室 62361991 商都路与凤栖路交叉口

大有路派出所户籍室 62362110
美秀路与锦绣路交叉口南熙府邸小

区西门

商务区派出所户籍室 13733161203 商务外环九如路交叉口东南角

如意湖派出所户籍室 68082125 九如路天韵街交叉口西南角

商都路派出所户籍室 13103713864 农业南路福禄东路交叉口东北角

永平路派出所户籍室 86181110 黄河南路永平路交叉口向南200米

祭城路派出所户籍室 18336355875 金水东路心怡路交叉口向北50米

龙湖派出所户籍室 63356106 熊儿河路与东风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龙源派出所户籍室 86560110 龙泽东路龙源东八街交叉口

通泰路派出所户籍室 66008119 通泰路与白庄街交叉口东北角

杨桥派出所户籍室 88970110 中牟县万滩镇黄河大堤口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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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区 分 局

单位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治安大队 89907110
新港大道台湾科技园行政服务大厅

北楼三楼

郑港派出所户籍室 55956620
新港大道台湾科技园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

新港派出所户籍室 55956650
新港大道台湾科技园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

张庄派出所户籍室 60112110 张庄北街农村信用社北50米

八岗派出所户籍室 86690277 八岗镇和谐大道9号

三官庙派出所户籍室 56592105
万三路与中三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

西

八千派出所户籍室 62424110
南海大道与中国邮政交叉口向北

200米路西

龙王派出所户籍室 89908991
梁州大道与思存路交叉口园博美丽

港湾东侧100米

1



高 新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分局户籍室 67982705
高新区翠竹街与雪松路交叉口向东20米路

北

枫杨派出所（原科学大道户籍室） 67806738
高新区石楠路与金菊街交叉口向北30米路

西

梧桐派出所 （原合欢街户籍室） 67988256
高新区梧桐街与银屏路交叉口向东200米

路北

石佛派出所 （原石佛户籍室） 86082793 高新区药厂街与水仙路交叉口向南500米

沟赵派出所（原沟赵户籍室） 56275792
高新区西四环与金菊西街交叉口向西500

米路南

1



经 开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经开分局 18937186690
航海东路1274号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
服务大厅

明湖派出所户籍室 86560819
航海东路1274号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
服务大厅一楼公安专区

潮河派出所户籍室 65576616 航海东路与第十五大街向东200米路北

京航派出所户籍室 60288558 南三环与第二十五大街向东500米路北

九龙派出所户籍室 62381996 玉龙街与新安路交叉口向东50米

祥云派出所户籍室 62381996 玉龙街与新安路交叉口向东50米

前程派出所户籍室 55132977 礼通街66号

1



上 街 分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上街分局 85137810 郑州市上街区金华路110号

峡窝派出所户籍室 68919100 郑州市上街区锦江北路110号

济源路派出所户籍室 68123856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东路162号

中心路派出所户籍室 85137620 郑州市上街区孟津路56号

新安路派出所户籍室 68937900 郑州市上街区昌盛街与汝南路交叉口

工业路派出所户籍室 68942452 郑州市上街区工业路139号

矿山派出所户籍室 68926987 郑州市上街区青年路10号

1



荥 阳 市 局 

单位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荥阳市局 64626665
荥阳市中原路飞龙路交叉口西北角政

务服务大厅

京城派出所户籍室 64699799
     荥阳市河阴路演武路交叉口往东

20米路北                     

索河路派出所户籍室 64676022
荥阳市兴华路演武路交叉路口向北100

米路西

广武派出所户籍室 64812139
荥阳市广武镇广安路广武镇政府向西

100米路北

豫龙派出所户籍室 64962875
荥阳市荥泽大道禹锡路口交叉口向西

200米

城关派出所户籍室 64897999 荥阳市城关乡龙岗大道五龙电厂对面

金寨派出所户籍室 85096255 荥阳市金寨乡同心路中段

高村派出所户籍室 67322170 荥阳市高村乡政府南邻

高山派出所户籍室 64863032 荥阳市高山镇政通路中段政府东邻

乔楼派出所户籍室 68539130
荥阳市中原西路塔山路交叉口向北600

米路西

贾峪派出所户籍室 64981222
荥阳市贾峪镇滨湖西路宝乐迪KTV西

200米路南

崔庙派出所户籍室 64828110 荥阳市崔庙镇中州路崔庙镇政府东邻

刘河派出所户籍室 64933902 荥阳市刘河镇庙王公路行刘路北段

王村派出所户籍室

64855299 荥阳市王村镇王村大街

汜水派出所户籍室

1



中 牟 县 局 

单  位 固定电话 办公地址

中牟县局 62127110 中牟县商都大道299号

东风路派出所户籍室 62181186 中牟县陇海路216号

青年路派出所户籍室 62161110 中牟县建安路666号

广惠街派出所户籍室 62262100
中牟县广惠街与惠安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

南

大孟派出所户籍室 62312110 中牟县大孟镇镇直社区敬老院西侧

刁家派出所户籍室 69683324
中牟县刁黄路与中刁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

南

刘集派出所户籍室 62391110 中牟县刘集镇镇政府东300米

官渡派出所户籍室 85397719 中牟县官渡镇镇政府对面

郑庵派出所户籍室 62262100
中牟县广惠街与惠安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

南

黄店派出所户籍室 62255557
中牟县刁黄路与冯梁路交叉口向东100米小

清河旁

狼城岗派出所户籍室 56688352 中牟县狼城岗镇人民路1号

韩寺派出所户籍室 62300147 中牟县韩寺镇镇政府东200米

姚家派出所户籍室 61131110
中牟县建设南路与春水西路交叉口向北500

路东

雁鸣湖派出所户籍室 62320110 中牟县雁鸣湖镇政府对面

万滩派出所户籍室 62293110 中牟县万滩镇镇政府南500米

1



新 郑 市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新郑市局 62691105 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路口

新建路派出所户籍室 62592518 新郑市博物馆西100米

城郊派出所户籍室 62669869 新郑市城关乡政府东500米

新村派出所户籍室 62622661 新郑市新村大道与107路东200米

郭店派出所户籍室 62501109
新郑市老郑新路与豫04省道交叉口南

200米路西

龙湖派出所户籍室 62561107 新郑市龙湖镇政府西10米

孟庄派出所户籍室 62466110 新郑市新孟路与府前路交叉口北50米

薛店派出所户籍室 62587022
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与鹰翔路交叉

口

和庄派出所户籍室 62599005 新郑市和庄镇政府西邻

梨河派出所户籍室 62650990
新郑市梨河镇长江路与107路口东500

米

观音寺派出所户籍室 85955067 新郑市观音寺镇开源大道北段路西

辛店派出所户籍室 62526110 新郑市辛店镇政府西100米路北

千户寨派出所户籍室 62539281 新郑市辛店镇同源街东段路北

新烟街派出所户籍室 62544055 新郑市解放路与烟厂大街路口西100米

新华路派出所户籍室 69959219 新郑市仓城路与中华路口东50米

新区派出所户籍室 85903955
新郑市中华路与少典路交叉口东50米

路南

1



巩 义 市 局 

单位 预约电话 办公地址

巩义市局 69536157 巩义市永新路16号

米河派出所户籍室 64308875 巩义市米河镇行政路8号

新中派出所户籍室 64186980 巩义市新中镇茶店村广场向西100米

小关派出所户籍室 64446123 巩义市310国道竹林孙寨村

竹林派出所户籍室 64462566 巩义市G310（连天线）

大峪沟派出所户籍室 64055703 巩义市大峪沟镇052县道东100米

河洛派出所户籍室 64151234 巩义市河洛镇富康路37号

站街派出所户籍室 85668110 巩义市站街镇县府街18号

康店派出所户籍室 64326727 巩义市康店镇伊洛南路41号

北山口派出所户籍室 64136110 巩义市北山口镇青龙街

西村派出所户籍室 85616065 巩义市西村镇永安路76号

芝田派出所户籍室 64136009 巩义市芝田镇梧桐路1号

镇东派出所户籍室 64238766 巩义市回郭镇纬二路

镇西派出所户籍室 64238766 巩义市回郭镇纬二路

鲁庄派出所户籍室 64439878 巩义市鲁庄镇鲁庄村兴鲁路5号

夹津口派出所户籍室 64229369 巩义市夹津口镇S237双河村161号

涉村派出所户籍室 64139229 巩义市涉村镇政清路7号

孝义路派出所户籍室 68166110 巩义市孝康路6号

新华路派出所户籍室 64384556 巩义市新兴路42号

杜甫路派出所户籍室 85610582 巩义市陇海路111号

紫荆路派出所户籍室 64359110 巩义市紫荆街道办事处紫荆路39号

永安路派出所户籍室 64139398 巩义市永安街道办朝阳路19号

1



 登 封 市 局 

单位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登封市局户政 0371-56185298 登封市嵩阳办事处中岳大街583号

嵩阳路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325 登封市嵩阳办事处嵩阳路606号

崇高路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98 登封市嵩阳办事处中岳大街583号

大冶派出所户籍室 0371-62930110 登封市大冶镇冶东村

卢店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317 登封市卢店镇朝阳路36号

颍阳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02 登封市颍阳镇郝寨村

大金店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35
登封市大金店镇雷村207国道与343省道交叉

口向北100米路西

告成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63 登封市告成镇告成村天中大道

唐庄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306 登封市唐庄镇唐郭路10号

宣化派出所户籍室 0371-62822110 登封市宣化镇王村村

徐庄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73 登封市徐庄镇徐庄村

东华派出所户籍室 0371-85033077 登封市东华镇东华大街63号

白坪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341 登封市白坪乡白坪街

送表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46 登封市白坪乡东送表村

石道派出所户籍室 0371-56185213 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

君召派出所户籍室 0371-62737868 登封市君召乡南洼村

阳城派出所户籍室 0371-62951110 登封市告成镇南烟庄村

中岳派出所户籍室 0371-62866829 登封市中岳办事处北高庄村

少林派出所户籍室 0371-62889189 登封市少林办事处雷家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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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密 市 局 

单位 办公电话 办公地址

新密市政府服务中心户籍窗口 69822313
新密市西大街441号行政服务中心东厅三

楼

青屏街派出所户籍室 69216110 新密市青屏大街439号

新华路派出所户籍室 68508110 新密市文化街16号

西大街派出所户籍室 63104366 新密市嵩山大道1199号

城关派出所户籍室 69896588
新密市城关镇龙潭路中段（矿区驾校对面

西200米处）

米村派出所户籍室 69220766 新密市米村镇镇直大道

牛店派出所户籍室 63100110
新密市牛店镇司家门桥东北（316省道

旧）

平陌派出所户籍室 85815320 新密市平陌镇平陌街

曲梁派出所户籍室 69939369 新密市曲梁镇下牛街

岳村派出所户籍室 63138700 新密市岳村镇镇直大道

刘寨派出所户籍室 63112818 新密市刘寨镇刘寨街

白寨派出所户籍室 63156168 新密市白寨镇郑登快速S316路旁

大隗派出所户籍室 55600110 新密市大隗镇大隗广场斜对面

苟堂派出所户籍室 57112110 新密市苟堂镇苟堂北街

超化派出所户籍室 69238000 新密市超化镇镇政府东50米

来集派出所户籍室 63151017 新密市来集镇来集村

袁庄派出所户籍室 86577770 新密市开阳北路与富民路交叉口西200米

尖山派出所户籍室 69226110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中原豫西抗日纪念园

西街派出所户籍室 69788203 新密市矿区西街5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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