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各级财政部门联系方式

太原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属地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太原市市直属 太原市财政局 太原市新建路 38 号
0351-4032327

0351-4129477

迎泽区财政局 南海街北口迎泽区财政局 0351-4193801

小店区财政局 小店区昌盛西街 36 号 0351-7174046

杏花岭区财政局 解放路 232 号杏花岭区财政局 0351-3082571

尖草坪区财政局
尖草坪区星光街尖草坪区财政局四楼

409 室
0351-5648988

万柏林区财政局
太原市和平北路 64 号七星公馆 A 座三

层
0351-6064748

晋源区财政局 太原市晋源区晋源新城财政局 312 室 0351-6592612

清徐县财政局 清徐县美锦大街 132 号财政局 3 楼 0351-2964580

阳曲县财政局 阳曲县城安镇街 6 号阳曲县财政局 0351-5521436

娄烦县财政局 娄烦县北大街财政局一楼 0351-5321068

古交市财政局 古交市腾飞路 30 号 0351-2982596

不锈钢产业园区财政管理

运营部
太原市尖草坪区钢园路 73 号 0351-5655135

山西综改示范区财政管理

运营部
太原市龙盛街 21 号 0351-8207582

大同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大同市财政局市直属 大同市文瀛湖行政办公大楼东楼 112 房
0352-5136370

0352-5136858

大同市平城区财政局
大同市城区永泰南路 386 号广汽丰田 4s 店往南

200 米国库综合大楼城区财政局
0352-2392052

大同市云岗区财政局 口泉五一街二号云岗区财政局 0352-4050505

大同市新荣区财政局 大同市新荣区御河西街新荣区财政局 0352-3072539

阳高县财政局 阳高县金光街阳高县财政局一楼 13994372422

天镇县财政局 天镇县东门外天镇县财政局 0352-6822714

广灵县财政局 广灵县城府西街 90 号广灵县财政局 13835241638

灵丘县财政局 灵丘县新华街灵丘县财政局四楼 0352-8522221

浑源县财政局 浑源县东关街浑源县财政局三楼 0352-8337573

左云县财政局 左云县财政局三楼会管股 13096687309

云州区财政局 云州区大南街一号云州区财政局 0352-8012703

大同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大同市开发区思贤街开发区财政局 0352-6118130

阳泉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阳泉市财政局市直属 阳泉市桃北中路 16 号 0353-6669013

阳泉市城区财政局 阳泉市南外环 517 号 0353-3039531

阳泉市矿区财政局 阳泉市桃南北路 32 号 0353-4046949



阳泉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财政管理运营部
阳泉市开发区大连街 11 号

0353-2292773

0353-2292775

阳泉市郊区财政局 阳泉市荫营东大街 11 号 0353-5152621

平定县财政局 阳泉市平定县评梅西街平定县财政局 0353-6063443

盂县财政局 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36 号 0353-8087937

长治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长治市财政局市直属 长治市英雄中路 68 号 0355-2021745

长治市城区财政局
长治市城区城北西街 123 号 0355-2613039

长治市郊区财政局

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 长治市上党区民生大厦 8 楼 822 室 0355-5602133

襄垣县财政局 襄垣县开元东大街 55 号 0355-7222654

屯留县财政局 屯留县东大街 45 号 0355-7521161

平顺县财政局 平顺县兴华街彩风小区 006 号 0355-8926712

黎城县财政局 河下街 78 号 0355-5672690

壶关县财政局 壶关县恒安街
0355-8778466 转

8016

长子县财政局 长子县城钟楼街 10 号 0355-8335602

武乡县财政局 武乡县太行街综合办公大楼 715 办公室会计股 0355-6390935

沁县财政局 沁县育才街 3 号 0355-7027065

沁源县财政局 沁源县胜利路 70 号 0355-7839093

潞城市财政局 潞城市中华西街 148 号 0355-6771900

晋城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晋城市财政局市直属 迎宾街 328 号 0356-2065597

晋城市城区财政局 城区黄华街华西小区 16 号 0356-3055482

沁水县财政局 沁水县城新建西街 511 号 0356-7025666

阳城县财政局 阳城县凤凰西街 42 号 0356-4223496

陵川县财政局 陵川县开云街 36 号 0356-6208728

泽州县财政局 泽州路 2968 号 0356-2033704

高平市财政局 高平市长平西街 48 号 0356-5224601

晋城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开发区兰花路 1199 号 0356-2130122

朔州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朔州市财政局市直属 朔州市民府东街 5 号财政局二楼会计科 0349-2165790

朔州市朔城区财政局 朔城区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349-2079631

平鲁区财政局 平鲁区财政局三楼会计股 0349-6052780

山阴县财政局 山阴县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349-7071885

应县财政局 应县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349-5052335

右玉县财政局 右玉县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349-8031838

怀仁县财政局 怀仁县财政局一楼会计股 0349-3052715

晋中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晋中市财政局市直属 晋中市榆次区锦纶东街 10 号 0354-3026373

榆次区财政局 晋中市榆次区菜园街 18 号 0354-3029203

榆社县财政局 榆社县东升西街 15 号 0354-6622087

左权县财政局 左权县滨河路行政便民中心 710 室 0354-3894969

和顺县财政局 和顺县太和路 36 号 0354-8348225

昔阳县财政局 昔阳县新建南路 9 号 0354-4131569

寿阳县财政局 寿阳县朝阳街 106 号 0354-4623097

太谷县财政局 108 国道太谷县财政局 0354-6259923

祁县财政局 祁县金地源大厦 6 层 0354-5245473

平遥县财政局 平遥县顺城路 197 号 0354-5623178

灵石县财政局 灵石县天石大厦西 8 层 0354-7618826

介休市财政局 介休市北坛东路 17 号 0354-7229023

晋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财政局
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西街 128 号 0354-3368658

运城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运城市财政局市直属 运城市红旗东街 351 号 0359-2222676

盐湖区财政局 运城市解放北路 369 号 0359-2278307

临猗县财政局 临猗县西大街 888 号 0359-4035755

万荣县财政局 万荣县宝鼎北路 369 号 0359-4535021

闻喜县财政局 闻喜县西湖路 1 号 0359-7036373

稷山县财政局 稷山县崇文街 20 号 0359-5532572

新绛县财政局 新绛县正平街 97 号 0359-7532371

绛县财政局 绛县振兴街东 0359-6522147

垣曲县财政局 垣曲县历山西路 0359-6088529

夏县财政局 夏县火神庙巷 66 号 13835945621

平陆县财政局 平陆县圣人大街东 3 号 0359-3525201

芮城县财政局 芮城县洞宾东街 0359-3030821

运城经济开发区财政金融部 空港南区陶朱公街 7 号 0359-2578067

风陵渡开发区财政局 风陵渡风陵西街 1 号 0359-3355103

永济市财政局 永济市舜都大道 47 号 0359-8011601

河津市财政局 河津市泰兴东路 52 号 0359-5061120

忻州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忻州市财政局市直属 忻州市利民西街 18 号 0350-3035017

忻府区财政局 忻州市七一南路 28 号 0350-2020736

定襄县财政局 定襄县晋昌大街 13 号 0350-6038615

五台县财政局 五台县向前街政府大院 0350-6522258

代县财政局 代县新南街 8 号 0350-5222188

繁峙县财政局 繁峙县滹源西大街 168 号 0350-5521032

宁武县财政局 宁武县城人民大街 0350-4728304



静乐县财政局 静乐县正源街 9 号 0350-7822248

神池县财政局 神池县府东街 002 号 0350-4243027

五寨县财政局 五寨县政府路 0350-8691016

岢岚县财政局 岢岚县友谊街 11 号 0350-4532312

河曲县财政局 河曲县黄河东大街 632 号 0350-7288324

保德县财政局 保德县河滨大街 93 号 0350-7328404

偏关县财政局 偏关县炭山街 0350-7627184

原平市财政局 京原南路 148 号 0350-8231547

吕梁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吕梁市财政局市直属 离石区永宁中路 9 号(市委大院) 0358-8227872

离石市财政局 离石区龙山路 791 号 0358-8220933

文水县财政局 文水县西大街 0358-3021138

交城县财政局 交城县永宁路 7 号 0358-3523450

兴县财政局 兴县兴建东路 0358-6322361

临县财政局 临县南关街 0358-4425512

柳林县财政局 柳林县政府大楼 9 楼 32 号 0358-4050204

石楼县财政局 石楼县东征大姐 0358-5722890

岚县财政局 岚县县城人民路会计核算中心 0358-6727705

方山县财政局 方山县经贸路 0358-6022452

中阳县财政局 中阳县县委大院 3 号楼财政局 0358-5300660

交口县财政局 交口县云梦街 6 号 0358-5425447

孝义市财政局 孝义市府前街政府大楼 0358-7828702

汾阳市会计管理局 汾阳市东一环政务大厅 8 楼 0358-7342338

临汾市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临汾市财政局市直属 临汾市解放西路市府街 14 号 0357-2099418

尧都区财政局 临汾市平阳南街 41 号 0357-2086267

曲沃县财政局 曲沃县财政局综合股 0357-5511893

翼城县财政局 翼城县红旗街政府大院 0357-4922126

襄汾县财政局 襄汾县新建路 83 号 0357-3627866

洪洞县财政局 洪洞县古槐南路 0357-6228612

古县财政局 古县岳阳路 58 号 0357-8322252

安泽县财政局 安泽县府后街 29 号 0357-8525983

浮山县财政局 浮山县尧山东路 0357-8123630

吉县财政局 吉县财政局 0357-7176617

乡宁县财政局 乡宁县迎旭东大街 198 号 0357-6826527

大宁县财政局 大宁县财政局中街 32 号 0357-7725490

隰县财政局 隰县龙泉巷 5 号 15713579515

永和县财政局 永和县正大街 0357-6015557

蒲县财政局 蒲县东关 0357-5326655

汾西县财政局 汾西县东大街 0357-5126291



临汾开发区财政局 临汾市开发区河汾一路中段 0357-2223910

侯马开发区财政局 侯马市中心街 1 号侯马开发区管委会 0357-4184916

侯马市财政局 侯马市市府路 38 号 0357-4210181

霍州市财政局 霍州市鼓楼大街 136 号 0357-5628542

省直属财政部门办理地址一览表

单位名称 办理地址 联系电话

山西省财政厅（省直属） 迎泽大街 345 号省财政厅 0351-404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