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构名录
序 省(区
号 、市）
1

2

3

4

5

省级投诉工作机构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

张卉聪

010-64404523

010-64515130

fiecomplaint@fdi.gov.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1号楼3层

北京市商务局

郭亚天

010-55579291

010-55579284

gyt@sw.beijing.gov.cn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7号院 5 号楼 320 室

北京市投资服务促进中心

吕星华

010-65544209

010-65543161

cbfie@invest.beijing. gov.cn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F 座三
层

天津市商务局

蔡婷婷

022-58665787

022-23028280

sswjwgc@tj.gov.cn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

彭蓉

022-58665583

022-58683700

sswjwgc@tj.gov.cn

河北省外商投诉服务办公室

郝媛媛

0311-87909310

0311-87909710

swtfaguichu@163. com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334 号

山西省商务厅

黄恩浩

0351-4082630

0351-4082950

waizichu_225@163.com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龙盛街15号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科技创新孵化基地1号楼7层

武

创

0351-4675010

0351-4675000

sxts666666@163.com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龙盛街15号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科技创新孵化基地1号楼4层

内蒙古自治区外商投资促进中
赵海鹰
心

0471-6945278

0471-6946907

nmgwstczx@163.com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63 号
院 5号楼

北京

天津

河北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58号

山西
山西省投资促进局

6

内蒙古

7

辽宁

8

吉林

9

黑龙江

10

上海

殷乐乐

024-86903186

024-86896059

lnwtts@163.com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5-15号

辽宁省8890综合服务平台
（投诉电话024-88900000）

吴天木

024-86601350

024-86903186

yswtts@ln.gov.cn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19号

吉林省商务厅

韩磊

0431-81951102

0431-81951102

jilincujin@163.com

吉林省长春市康平街4号

0451-51522515

0451-51522111

ysjtsslc@163.com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高谊街65号

戴晨力

021-23110732

021-62756040

daicl@sww.sh.gov.cn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村路300号7号楼

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 戴怡文

021-32231878

021-62751423

daiyiwen@shfia.cn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138号上海广场29楼

025-57710349

025-57712072

zhangqingzhong@doc.js.
gov.cn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29号

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李继明
上海市商务委

11

邮箱

江苏

江苏省商务厅

张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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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浙江

省级投诉工作机构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浙江省商务厅

李玉林

0571-87058222

0571-87059284

1140997896@qq.com

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服务中心

范益君

0571-28939319

0571-28065055

fyj@zjfdi.com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468号

13

安徽

安徽省商务厅

俞晓高

0551-63540042

0551-63540373

1031997673@qq.com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1569号

14

福建

福建省商务厅

陈国森

0591-87270207

0591-87270197

wzc@swt.fujian.gov.cn

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118号

15

江西

江西省商务厅

王宏光

0791-86246242

0791-86246235

hgwang2007@163.com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北京西路69号

山东省商务厅

纪瑞雪

0531-89013351

0531-89013608

jiruixue@shandong.cn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历阳大街6号

16

山东
山东省外商投诉中心

赵健雅

0531-86168384

0531-86868383

ccpitsdcomplaint@163.com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158号

17

河南

河南省商务厅

刘强

0371-63576213

0371-63576213

hncom_wtzx@sina.com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115号省商务厅217室

18

湖北

湖北省商务厅

王胜强

027-85773916

027-85776127

215491829@qq.com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北路8号9 楼

19

湖南

湖南省商务厅

肖玥

0731-85281334

0731-85281334

tszx@swt.hunan.gov.cn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98号

20

广东

020-38819399

020-38802234

touzi@gdcom.gov.cn

21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

徐鹏翔

0771-5885010

0771-5861612

fwc@gxipn.gov.cn

22

海南

海南省商务厅

郭志荣

0898-65330249

0898-65338762

investhainan@hainan.gov.cn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省政府办公楼2楼

23

重庆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陈昌华

023-62662539

023-62663037

29490519@qq.com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能源大厦2栋

24

四川

四川省司法厅 (四川省人民政
府外来企业投诉中心)

周鲲

028-86762100

028-86764787

1815433833@qq.com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上翔街24号

贵州省商务厅

章荃

0851-88555593

0851-88592920

5597668@qq.com

25

贵州

贵州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服务
中心

王婷

0851-88555704

0851-88555704

554146162@qq.com

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 温莉明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51号广东外经贸大
厦6楼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91号兴桂大厦6
楼

贵州省贵阳市延安中路48号世贸广场B区19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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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云南

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受理中心

柳涛

0871-63184980

0871-63184978

157143737@qq.com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75号

27

西藏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

吴媛媛

0891-6811759

0891-6862170

516430618@qq.com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56号

28

陕西

陕西省商务厅

丁毅

029-63913999

029-63913900

dy00163@163.com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新城大院内

29

甘肃

甘肃省商务厅

贾永功

0931-8613300

0931-8618083

1421351985@qq.com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532号

30

青海

青海省商务厅

马少平

0971-6321731

0971-6321712

26149056@qq.com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2号国贸大厦140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

肖永刚

0951-5960745

0951-5960745

xiao406@126.com

31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局

樊华峰

0951-5960728

0951-5960727

fan.hf@163.com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蓝泰广场
A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

王丽芹

0991-2855560

0991-2850407

627155412@qq.com

32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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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
129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