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公安机关集中打击食药环犯罪“昆仑”行动群众举报方式统计表
市 县(区） 单位名称 举报电话 电子邮箱 邮寄地址 邮政编码

广州市

广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20-83129390 spypzd13824@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东晓南路晓南一街3号 510220
越秀区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83117007/020-83117086 1557217633@qq.com 广州市越秀区东华东路367号 510000
海珠区 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83117791 3293018839@qq.com 广州市海珠区同福大街71号一楼 510235
荔湾区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83117250 lmzgoo@163.com 广州市长寿东路300号 510140
天河区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87517135 thsyhz87517135@126.com 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613号 510630
白云区 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83112336 gzbysyhzdd@163.com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333号310室 510420
黄埔区 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82274683 1124630282@qq.com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18号大院C栋302 510530
花都区 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36816910 hdspypdd@126.com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路69号市政大楼12楼 510800
番禺区 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34808225 pysyzdd@163.com 广州市番禺区禺山大道15号 511400
南沙区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调查处重案调查大队 020-34686410 syhzns@163.com 广州市南沙区金隆路31号 511458
从化区 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37998550 chsjspypfzzcdd＠163.com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青云路329号二楼 510900
增城区 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20-32858840 syzdd32858840@163.com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和平路29号 511300

深圳市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 0755-84464555 zaxjzdmsk@ga.sz.gov.cn 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9路9号治安巡警支队 518000
罗湖区 罗湖公安分局 0755-25777756 295367911@qq.com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2088号罗湖公安分局治安管理科 518000
坪山区 坪山公安分局 0755-84443000 13924618289@139.com 深圳市坪山区龙坪路1号治安大队治安管理中队 518000
盐田区 盐田公安分局 0755-25550692 ytzak@szga.gov.cn 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078号盐田公安分局705室 518000
龙岗区 龙岗公安分局 0755-84468198 175253196@qq.com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德政路6号四楼治管理科418室 518000
南山区 南山公安分局 0755-84466631 sznssyh@163.com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10388号南山公安分局治安科 518000
龙华区 龙华公安分局 0755-85135106 545897679@qq.com 深圳市龙华区梅陇路2283号国鸿大厦龙华公安分局402室 518000
福田区 福田公安分局 0755-84461732 2508839721@qq.com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123号福田公安分局727室 518000
宝安区 宝安公安分局 0755-84455555 bagafj@163.com 深圳市宝安区湖滨东路3号宝安公安分局 518000
光明新区 光明公安分局 0755-88211110 gmfjzadd@163.com 深圳市光明区科林路333号光明公安分局 518000
大鹏新区 大鹏公安分局 0755-85124211 dpfjzadd@ga.sz.gov.cn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岭澳新村12巷1号大鹏公安分局 518000
深汕合作区 深汕公安分局 0755-85124011 ssgaza@ga.sz.gov.cn 汕尾市海丰县赤石镇大百汇科技园区深汕公安分局 518240

珠海市 

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 0756-8641191 zhsyhzd@163.com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2300号 519000
香洲区 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6-2222846 10263553@qq.com 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33号香洲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519000
香洲区 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6-8644807 3397583233@qq.con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夏湾路108号 519000
金湾区 珠海市公安局金湾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6-7257892 3279644899@qq.com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大道183号 519000
斗门区 珠海市公安局斗门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6-8645073 dmfjzadd55073@163.com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滨江路港滨小区20号 519000
高栏港区 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6-7268999 glgshiyaohuan@163.com 珠海市榕树湾高栏港公安分局 519050
高新区 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6-8646894 gxzasyh@163.com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园路1号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519090
横琴区 珠海市公安局横琴派出所 0756-8648110 hqpcs8648311@163.com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1号 519000

汕头市

汕头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754-88964868 stsgajsyhzd@163.com 汕头市龙湖区黄河路88号 515031
龙湖区 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8260397 lhzadd@126.com 汕头市龙湖区龙湖北路3号 515041
金平区 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8925292 jpgasyh@163.com 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72号 515041
濠江区 汕头市公安局濠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7386041 3078932893@qq.com 汕头市濠江区府前路2号 515071
澄海区 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5886999 gachza@163.com 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澄海分局 515800
潮阳区 汕头市公安局潮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3883200 stcyzasyhzd@163.COM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中华路278号 515100
潮南区 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7916110 cnsyhzd@126.com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金光南路北174号 515144
南澳县 南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中队 0754-89806723 nazadd@163.com 汕头市南澳县后宅镇中兴路88号 515900

佛山市

佛山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757-82801101、0757-82803165 fssjjz@126.com 佛山市禅城区圣堂北街4号佛山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 528000
禅城区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区食药环侦大队 0757-82286692 2711461350@qq.com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33号金盈绿岛国际中心6座八楼 528000
南海区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区食药环侦大队 0757-86225343 nhjzdd@126.com 佛山市南海区南桂东路36号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食药侦大队 528000
顺德区 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区食药环侦大队 0757-22639031 sdjzdd@126.com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凤南路1号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区局食药侦大队 523800
高明区 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区食药环侦大队 0757-88888054 2645831608@qq.com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明路283号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食药侦大队 528500
三水区 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区食药环侦大队 0757-87834046 ssjzdd@126.com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贤兴一街1号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食药侦大队 528100

韶关市

韶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0751-8469885或110 2119358403@qq.com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芙蓉涵洞西侧口西联大道南侧韶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5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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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

韶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8787110 lihuiyan.gat.gd 韶关市武江区百旺路23号旧城投集团1号楼 512000
浈江区 韶关市公安局浈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8462962或110 zjzadd@163.com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复兴路1号浈江治安管理大队 512000
武江区 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8462607或110 690683802@qq.com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路3号 512000
曲江区 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 0751-6686110 sgqjzadd@163.com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大道中23号 512100
南雄市 南雄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3936637或110 nxzadd@163.com 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12400
乐昌市 乐昌市公安局 0751-6805862或110 lczabgs123@163.com 广东省乐昌市梅乐大桥河南右侧公安局 512200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6832662或110 ryxjbgs@163.com 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滨江中路乳源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12700
新丰县 新丰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6849950或110 XFGAZADD@sina.com 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丰城大道东283号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11100
翁源县 翁源县公安局 0751-6841401或110 sgwyga@163.com 韶关市翁源县德政路333号 512600
始兴县 始兴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1-3931565或110 sxza123654@163.com 韶关市始兴县太平镇红旗东路138号始兴县公安局 512500
仁化县 仁化县公安局 0751-6352547或110 rhzadd@163.com 仁化县丹霞大道99号仁化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512300

河源市

市局 河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0762-3325240 120585936@qq.com 河源市源城区凯丰路4号 517000
源城 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2-3344336 ycgafjza@163.com 河源市源城区长塘路3号 517000
紫金 紫金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2-7811195 921294949@qq.com 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香江中路30号 517400
和平 和平县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2-5682626 3299151866@qq.com 河源市和平县和平大道333号

和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17200

连平 河源市公安局连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2-4339936 lpza0762@163.com 河源市连平县元善镇滨河路56号 517100
龙川 龙川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2-6882110 63557521@qq.com 河源市龙川县新城建设东路西 517300
东源 东源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2-8831602 dyzadd@126.com 东源县城行政大道3号 517500
江东 河源市公安局江东分局治安防控组 0762-3133345 jdzajbyx@163.com 河源市临江镇江东新区江东公安分局治安防控组 517000

梅州市

梅州市公安局 13823885199、13823818283 meizhouzhianzhidui@163.com 梅州市梅江区嘉应东路1号 514000
梅江区 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3-2168333 mjza2168233@163.com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定民路8号 514000
梅县区 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 0753-6111200 mzsmxqfj@163.com 梅州市梅县区府前大道39号 514700
兴宁市 兴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五中队 0753-3186112 xz86230@163.com 兴宁市人民大道公安指挥中心大楼治安管理大队 514500
五华县 五华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13826628110 1836512007@qq.com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华兴中路70号五华县公安局 514400
蕉岭县 蕉岭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3-7872121 jlzadd@163.com 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福星大道 514100
平远县 平远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3-8187009/0753-8187041 pyxgajzagldd@163.com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远大道中126号平远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14600
大埔县 大埔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3-5183332 mzdbza@126.com 梅州市大埔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14000
丰顺县 丰顺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3-6651798 fsgaza@163.com 梅州市丰顺县汤坑镇金湖路261号 514300

惠州市

惠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752-2689801 1973977106@qq.com 惠州市惠城区文明二路13号 516001
惠城区 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2-7282228 hcgaza@163.com 惠州市惠城区演达大道40号 516001

博罗县
博罗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五中队（食品药品以及环境
污染犯罪侦查中队）

0752-6733559 boluoshiyaohuan@163.com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90号 516100

龙门县 龙门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侦查中队 0752-7787988 lmzadd@126.com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龙蓝路168号 516800
仲恺高新开发区 惠州市公安局仲恺高新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2-3899218 zkzadd@qq.com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环街道办三坳岭小区仲恺高新分局综合侦查楼406 516000
惠阳区 惠阳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品药品犯罪侦查中队 0752-3883258 gdhzlhw@126.com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开城大道北62号南三皇苑蛋糕二楼209 516211
大亚湾区 惠州市大亚湾区公安局治安大队 0752-5385041 za5578484@163.com 惠州市大亚湾区澳头安惠大道13号 516081
惠东县 惠东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2-8822711 hdzagldd@163.com 惠东县平山街道办惠园路11号附近治安管理大队 516300

汕尾市

汕尾市公安局治巡支队食药环侦大队 0660-3866221 swgasyh@163.com 汕尾市城区红海中路 516600
城区 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治安大队 0660-3372001 cqza3372001@163.com 汕尾市城区香城路1号 516600
海丰 汕尾市公安局海丰县公安局食药环侦中队 0660-6696855 hfzhian@126.com 海丰县红海大道西 516400
陆丰 汕尾市公安局陆丰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四中队 0660-8994401 912434076@qq.com 陆丰市东海大道 516500
陆河 汕尾市公安局陆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0660-5518110 swpk@gat.gd 陆河县人民南路 516700
红海湾 汕尾市公安局红海湾分局治安大队 0660-3436111 94055696@qq.com 红海湾241省道北 516600
华侨管区 汕尾市公安局尖山分局 0660-8251440 jianshanfenju@163.com 汕尾市华侨管理区侨南路 516500

东莞市 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行动大队 0769-23055555 http://www.gddg110.gov.cn 东莞市东城南路3号 523000

中山市
中山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 0760-87161400/13600444439 zsjzsdd405@163.com 中山市东区兴中道26号中山市公安局 528400
中山市公安局环侦支队 0760-87161814/0760-23188900 2010465745@qq.com 中山市东区兴中道26号中山市公安局 528400

江门市

江门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750-3456825 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大道228号 529000
蓬江区 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750-3213520 19928931617m0@sina.cn 江门市蓬江区农林东路象山新村8号 529000
江海区 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经侦大队 0750-3823110 jhjzdd@163.com 江门市江海区永康路38号 5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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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0750-6633261 xhsyh6633261@163.com 江门市新会区三和大道北76号交警大队四楼食药环大队 529100
台山市 台山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0750-5612345 tsga5982258@126.com 台山市台城缠溪台山市公安局 529200
开平市 开平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 0750-2383110 kpgajz@126.com 开平市325国道幕村路段39号 529300
恩平市 恩平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 0750-7724901 epjz7724901@163.com 江门市恩平市新园路8号恩平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 529400
鹤山市 鹤山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 0750-8882576 hssyh8882576@163.com 鹤山市沙坪街道鹤山大道1300号 529700

阳江市

阳江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110、0662-3321833 yjsyh123@163.com 阳江市江城区东风三路99号 529500

江城区
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治安大队一中队（负责食药） 0662-3110880

Yjjcza@sina com 阳江市江城区石湾北路777号 529500
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治安大队二中队（负责环境） 0662-3119606

阳春市
阳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0662-7733624 13829856113@163.com

阳春市春城镇阳春大道北178号 529600
阳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食药环中队 0662-7762603 627613797@qq.com

阳东区 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治安大队 0662-6635958 za6635958@163.com 阳江市阳东区始兴路22号 529900
阳西县 阳西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0662-5531005 yxgamsg@163.com 阳江市阳西县向阳路4号 529800
海陵区 阳江市公安局海陵分局治安大队 0662-3889430 yjhlzadd@126.com 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闸坡镇旅游大道333号 529536
高新区 阳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大队 0662-3821013 yjgxgazadd@163.com 阳江市高新区平冈镇政德路1号 529533

湛江市

湛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0759-3387133、13509936168 zjsyh2018@163.com 湛江市开发区乐宾路9号8楼 524000
赤坎区 湛江市公安局赤坎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3202270、13802829866 1549686642@qq.com 湛江市赤坎区中山一路17号 524032
霞山区 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2277039、13828281838 1179220685@qq.com 湛江市开发区乐宾路9号 524000
开发区 湛江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3189623、18998794213 657523697@qq.com 湛江市开发区乐宾路9号5楼 524000
廉江市 湛江市公安局廉江市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6621193、13729183834 ljza2018@163.com 湛江市廉江市廉江大道南233号 524400
雷州市 湛江市公安局雷州市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8499034、13553480328 lzsyh2019@163.com 湛江市雷州市雷州大道06号 524200
坡头区 湛江市公安局坡头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3950110、13828212963 3322037366@qq.com 湛江市坡头区灯塔路128号 524057
麻章区 湛江市公安局麻章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2701336、13802829689 zadd2701336@163.com 湛江市麻章区福民东路麻章公安分局 524000
吴川市 湛江市公安局吴川市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5611322、13822585358 2680123323@qq.com 湛江市吴川梅录街街道解放北路21号 524500
遂溪县 湛江市公安局遂溪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7787110、18824798231 sxxjdd110@163.com 湛江市遂城镇站南路遂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506室 524300
徐闻县 湛江市公安局徐闻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59-4852332、13924408989 zjxwga@163.com 湛江市徐闻县红旗二路69号 524100
奋勇高新区 湛江市公安局奋勇经济区分局治安大队 0759-8156519、13702886656 fyfjsyh123@163.com 湛江市奋勇高新区奋勇公安分局 524232

茂名市

茂名市公安局 0668-2912234/2283110 mmgasyh@126.com 茂名市茂南区油城九路二号 525000
电白区 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 0668-5135183/19927381050 dbsyh2019@163.com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广南路190号 525400
茂南区 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 0668-2952513/2952065 za20180613@139.com 茂名市双山四路13号大院 525000
滨海新区 茂名市公安局滨海分局 0668-5883110 bhfj01@gaj.mms.gd 电白区茂名港大道滨海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525400
高新区 茂名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0668-2208958/2208110 gxq2018SHB@163.com 茂名市红旗北路111号大院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525000
高州市 高州市公安局 0668-6635252/17827885596 gzgazajb@163.com 高州市中山路39号大院食药环犯罪侦查中队收 525200
信宜市 信宜市公安局 0668-8899235/13824873110 xyzaed@163.com 信宜市人民北路431号 525300
化州市 化州市公安局 0668-7239035/7239110 zhanxiu335@126.com 化州市中山路1号公安局大院治安大队食药环犯罪侦查中队 525100

肇庆市

肇庆市公安局 0758-2738569 zqzazd@163.com 肇庆市端州区前进中路3号 526000
端州区 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2290030/18929832762 dzfjza@163.com 肇庆市端州区工农北路30号 526020
鼎湖区 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2633110 dhzadd@126.com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街道长园路6号 526070
高要区 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8392253 0758-8388110 gyza8392253@163.com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街道文锋路81号 526100
四会市 四会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3366487 shgazadd@126.com 四会市东城区广场南路四会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526200
高新区 肇庆公安局大旺分局治安巡逻大队 0758-3646457 2401212815@QQ.com 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曙光路1号 526238
德庆县 德庆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7781230 dqgaj@163.com 肇庆市德庆县德庆大道2号德庆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526600
封开县 封开县公安局 0758-6689773 fkzhian@163.com 肇庆市封开县封州二路35号封开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526500
广宁县 广宁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8660211 gngabgs@126.com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南东三路76号 526300
怀集县 怀集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58-5583110 hjgazadd@163.com 肇庆市怀集县红光路16号 526400

清远市

市局 清远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763-3463900/13927681759 3287234749@qq.com 清远市清城区方正三街环食药侦支队 511518
清城区 清城区公安治安管理大队 0763-3480343/13500291600 qczadd@qq.com 清远市清城区院南路1号 511500
清新区 清远市公安清新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3-5787232/18007639863 2746808@qq.com 清远市清新区府前路7号 511800
英德市 英德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0763-2789301/19865207077 qyydhsy@163.com 清远市英德市金子山大道1号 513000
连州市 连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0763-6625657/18826608168 2075282752@qq.com 连州市湟川南路2号公安大楼 513400
佛冈县 佛冈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0763-4482019/19865208682 qyfgzadd@163.com 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振兴中路38号 5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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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

阳山县 阳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3-6846811/19865209395 ysza6846811@163.com 清远市阳山县阳城镇星月路88号 513100
连山县 连山公安局治安大队 0763-8883043/19865209880 lszada@163.com 清远市连山县吉田镇鹿鸣东路连山公安局大院 513200
连南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治安巡警大队 0763-8484017/17607639398 lnza135@163.com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府前路1号 513300

潮州市

市局 潮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管理与行动大队 0768-2206999 czszazd@163.com 潮州市新洋路733号交警大楼五楼 521021
潮安区 潮州市公安局潮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8-5811404 cafjzadd@163.com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彩文路和谐街1号 515600
枫溪区 潮州市公安局枫溪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8-2973333 czfxgafj@163.com 潮州市枫溪区新风路与站南东路交汇处 521000
湘桥区 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8-2208087 CZ2208087@126.com 潮州市春荣路168号 521000
饶平县 饶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8-7802260 2120642966@qq.com 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黄冈大道 515700

揭阳市

榕城区 揭阳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 0663-8208111 jyhsyzd@163.com 揭阳市榕城区晓翠路 522000
普宁市 普宁市公安局环食药大队 0663-2106018 31324581@qq.com 普宁市流沙大道西99号 515300
惠来县 惠来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663-6681464 1553739803@qq.com 惠来县惠城镇南环一路 515200
揭西县 揭西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663-5581024 jx5599266@qq.com 揭西县河婆街道新安路新安9号 515400
榕城区 揭阳市公安局榕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663-8675739 rczadd303@163.com 揭阳市公安局榕城分局 522000
揭东区 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663-3268110 jdgaza@163.com 揭东区城西金凤路29号 515500
产业园 揭阳市公安局产业园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663-8227257 Lcgabgs@126.com 揭阳市产业园磐东街道西关路101号 522000
空港区 揭阳市公安局空港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0663-8777431 kggaza@163.com 揭阳市榕城区环市东路西 522000
普侨区 揭阳市公安局普华分局 0663-2761377 pqqgaj@126.com 普侨区侨区大道吉祥路 515339
大南山区 揭阳市公安局大南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0663-6450122 dnsgabgs@163.com 揭阳市大南山侨区侨园中路 515237
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揭阳市公安局大南海分局治安大队 0663-6208859 dnhgafj@163.com 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大南海公安分局

515235

云浮市

云浮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0766-8130184 yfsyhz@163.com 云浮市金丰路1号 527300
云城区 云浮市公安局云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食药环中队 0766-8812230 yc8812230@163.com 云浮市云城区城中路33号 527300
云安区 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6-8298992 18567598483@139.com 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都杨镇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527322
罗定市 罗定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0766-3765753 ldza123@126.com 罗定市罗城街道龙华西路113号罗定市公安局 527200
新兴县 新兴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6-2885723 XX2885723@126.com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广兴大道东100号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527400
郁南县 郁南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0766-7596763 ga7593479@163.com 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一环路1号 527199

省厅 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 020-83110960

http://gdga.gd.gov.cn 
广东政务服务网广东省公安厅网站“警民
互动”栏目下“举报犯罪”链
接;gdsgatzaj@qq.com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95号 5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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