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各单位信息公开受理点地址及联系方式 

 

行政机关 公开工作
机构 

受理点地址 
联系电话 
（区号： 
0891）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发展改革委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 30 号 6323691 6323691 lssfgwbgs@163.com 
340238407@qq.com 

教育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林聚路 20 号 6323134 6851815 lssjyjbgs@163.com 

科技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323130 6323130 lasakeji@163.com 

经信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当热中路 19 号 6385351 6393214 lssgxj@163.com 

民委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路 6572726 6572726 
 

公安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路 7 号 6693466 6693466 
 

民政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 3 号 6323598 6326795 lssmzjbgs@126.com 

mailto:lssfgwbgs@163.com
mailto:340238407@qq.com
mailto:lssjyjbgs@163.com
mailto:lasakeji@163.com
mailto:lssgxj@163.com
mailto:lssmzjbgs@126.com


 

 

司法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路 5 号 6324956 6527890 2252286980@qq.com 

财政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 32 号 6329606 6325756 lasacz@126.com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路 3 号 6322074 6326424 lasarsj@163.com 

自然资源局 信息中心 拉萨市城关区当热中路 10 号 6370816 6829153 lsszrzyjggyx@163.com 

生态环境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829719 6829719 2914858670@qq.com 

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以南 6324225 6362843 
 

交通运输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金珠中路 13 号 6811071 6824653 484491748@qq.com 

水利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林廓东路一巷 3 号 6323363 6323363 sljxzbgs@163.com 

农业农村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林聚路 31 号 6223228 6959837 lssnmjbgs@163.com 

商务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363726 6363726 lasashishangwuju@163.com 

mailto:2252286980@qq.com
mailto:lasacz@126.com
mailto:lasarsj@163.com
mailto:lsszrzyjggyx@163.com
mailto:2914858670@qq.com
mailto:484491748@qq.com
mailto:sljxzbgs@163.com
mailto:lssnmjbgs@163.com
mailto:lasashishangwuju@163.com


 

 

文化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958984 6958984 lsswhjbgs@126.com 

卫生健康委 办公室 拉萨市藏大中路科技大厦 3 楼 6323701 6323701 lsswsj0116@163.com 

旅游发展局 综合服务
中心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324691 6323632 zhfwzxlfj@163.com 

退役军人事
务局 

信息保障
中心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672771 
 

lsstyjrswj@163.com 

应急管理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958967 6958970 lasashianjianju@126.com 

审计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东路 22 号 6926613 6926613 lssssj@sina.com 

外事办公室 综合科 拉萨市城关区藏大路 8 号 6328242 6328242 lasawaiban@163.com 

国资委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当热中路 19 号 6385146 6385146 lssgzwbgs@163.com 

市场监督管
理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24 号 6333385 6333385 
 

广播电视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351071 6351071 1225601493@qq.com 

mailto:lsswhjbgs@126.com
mailto:lsswsj0116@163.com
mailto:zhfwzxlfj@163.com
mailto:lsstyjrswj@163.com
mailto:lasashianjianju@126.com
mailto:lssssj@sina.com
mailto:lasawaiban@163.com
mailto:lssgzwbgs@163.com
mailto:1225601493@qq.com


 

 

统计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路 19 号 6323616 6323616 lsstjj@outlook.com 

扶贫办 数据信息
科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353667 6353912 Lssfpb@163.com 

林业和草原
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东路 38 号 6508496 6324540 392991312@qq.com 

宗教事务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路 6332036 6332036 330176779@qq.com 

医疗保障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纳如路 1 号 6323614 6670394 lasayibaoju@.163.com 

行政审批和
便民服务局 

政务管理
科 

拉萨市城关区纳如路 1 号 6958899 6958899 122300269@qq.com 

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当热中路 23 号 6372565 6372295 2367628238@qq.com 

税务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 42 号 6334720 6334720 lsswbgs@yeah.net 

藏语委办 
（编译局） 综合科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69 号 6352613 6352613 lszangyuweiban@163.com 

信访局 办公室 拉萨市城关区塔玛东路 6958951 6958951 xfjb6958951@163.com 

mailto:lsstjj@outlook.com
mailto:Lssfpb@163.com
mailto:392991312@qq.com
mailto:330176779@qq.com
mailto:122300269@qq.com
mailto:2367628238@qq.com
mailto:lsswbgs@yeah.net
mailto:lszangyuweiban@163.com
mailto:xfjb6958951@163.com


 

 

体育局 办公室 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 18 
号 

6502820 6502820 lasashitiyuju@126.com 

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 

综合科 拉萨市城关区林廓东路 6 号 6333918 6333918 Lasawangxin@163.com 

经开区 信息宣传
科 

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 189 号 6283602 6283605 hzyvic@163.com 

柳梧新区 办公室 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 15 
号 

6464236 6855006 1466010568@qq.com 

文创♘区 
管委会党

政办 
拉萨市城关区慈觉林村宝平路 6287621 6287617 lswcydzb@163.com 

空港新区 党政办公
室 

拉萨贡嘎机场友谊路 35 号 6182887 6182887 xzkgxqgwhbgs@163.com 
 

注：办公时间为：上午：09:30-13:00，下午：15:30-18:00；办公时间不含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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