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咨询电话 

 
部门 业务咨询电话 

技术咨询

电话 

甘肃

省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 

年报公示咨询电话

0931-8533147 

0931-85

33123 

登记注册咨询电话

0931-8533012  

甘肃省统计局 
统计咨询电话

0931-2123142  

兰州海关 12360 

 

甘肃省商务厅 
0931-8619767  

0931-8619738  

甘肃省外汇管理局 0931-8800722 

 

兰州

市 

兰州市市场监管局 0931-8407133 

 

城关区市场监管局 0931-8157357 

 七里河区市场监管局 0931-2151041 

 安宁区市场监管局 0931-7849313 

 西固区市场监管局 0931-7539746 

 红古区市场监管局 0931-6211373 

 

榆中县市场监管局 

0931-5238061  

0931-5238068 

 



永登县市场监管局 0931-6428931 

 皋兰县市场监管局 0931-5117805 

 兰州市市场监管局专

业市场分局 0931-8486100 

 兰州市市场监管局高

新分局 0931-8358944 

 嘉峪

关市 

嘉峪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0937-6208038   

0937-6208072 

 

金昌

市 

金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5-8210716 

 金昌市金川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0935-8229056 

 永昌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5-7522356 

 金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发区分局 
0935-8218336 

 

酒泉

市 

酒泉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2613867   

0937-2851811 

 肃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2615634   

0937-5995023 

 敦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8822213   

0937-8860030 

 



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3339818   

0937-3336661 

 金塔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4418611 

 瓜州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5510240   

0937-5510812 

 肃北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7-8126122 

 阿克塞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0937-8326288   

0937-8328588 

 

张掖

市 

张掖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8211575 

 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8368081 

 临泽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8821184 

 高台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6633419 

 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2728482 

 民乐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4422636 

 



肃南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6-6121426 

 

武威

市 

武威市市场监管局 0935-2260282 

 凉州区市场监管局 0935-2214124 

 民勤县市场监管局 0935-4121655 

 古浪县市场监管局 0935-5121689 

 天祝县市场监管局 0935-3128759 

 

白银

市 

白银市市场监管局  0943-8660635 

 高新分局         0943-8310937 

 白银区市场监管局        0943-8266040 

 平川区市场监管局   0943-6638192 

 景泰县市场监管局  0943-5524325  

 靖远县市场监管局  0943-6130801 

 会宁县市场监管局   0943-3221930 

 

天水

市 

天水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8-6822211 

 天水市秦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0938-8217608 

 天水市麦积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0938-2724813 

 秦安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8-6525461 

 



甘谷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8-5630210 

 武山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8-3169686 

 清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8-7156569 

 张家川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0938-7816230 

 

平凉

市 

平凉市市场监管局           0933-8296343  

 崆峒区市场监管局           0933-8626366  

 泾川县市场监管局          0933-3324209  

 灵台县市场监管局         0933-5954207  

 崇信县市场监管局        0933-6121034  

 华亭市市场监管局         0933-5933236  

 庄浪县市场监管局         0933-6822255  

 静宁县市场监管局      0933-2586785  

 平凉市市场监管局工

业园区分局  

0933-8440403  

 

庆阳

市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 0934-8213004 

 西峰区市场监管局 0934-8213723 

 庆城县市场监管局 18993487758 

 环县市场监管局 0934-4429312 

 



华池县市场监管局 0934-5949196 

 合水县市场监管局 0934-5957876 

 正宁县市场监管局 0934-6126771 

 宁县市场监管局 0934-6622529 

 镇原县市场监管局 0934-7776869 

 

定西

市 

定西市市场监管局 0932-8216782 

 安定区市场监管局 0932-8226907 

 陇西县市场监管局 0932-5932260 

 临洮县市场监管局 0932-6966127 

 通渭县市场监管局 0932-5905861 

 渭源县市场监管局 0932-4136457 

 漳县市场监管局 0932-5932993 

 岷县市场监管局 0932-5934642 

 

陇南

市 

陇南市市场监管局 0939-8658851 

 武都区市场监管局 0939-8221109 

 宕昌县市场监管局 0939-6116300 

 文县市场监管局 0939-5521785 

 康县市场监管局    0939-5128542 

 成县市场监管局 0939-5918233 

 徽县市场监管局 0939-5131436 

 两当县市场监管局 0939-7121750 

 礼县市场监管局 0939-4498712 

 



西和县市场监管局 0939-6623966 

 

甘南

州 

甘南州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8213940   

0941-8212304 

 合作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8222111   

0941-8227892 

 临潭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3121349   

0941-3121528 

 卓尼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3621824   

0941-3625672 

 迭部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5622189   

0941-5625180 

 舟曲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5122157   

0941-5322909 

 碌曲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6621103   

0941-5936356 

 玛曲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6121040   

0941-6121040 

 夏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41-7121844   

0941-7126315 

 

临夏

州 

临夏州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6281737 

 临夏市市场监督管理 0930-6213902 

 



局 

临夏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3222495 

 和政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5524826 

 广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5622905 

 康乐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4523578 

 永靖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8885489 

 东乡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0930-7123169 

 积石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0930-7721315 

 

兰州

新区 

兰州新区市场监管局 0931-8256126 

 中川园区市场监管局 0931-8256161 

 秦川园区市场监管局 0931-8256134 

 西岔园区市场监管局 0931-5882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