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软件支持电话 

咨询时间：工作日 9:00-12:00 14:30-18:00 

业务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系统使用咨询 *座机* 0471-3962649 

许可证业务办理 

技术支持电话 

*座机* 0471-3978792 

营业执照许可证业务办理 

技术支持电话 

*手机* 18148264317 

营业执照许可证业务办理 

技术支持电话 

*手机* 15849377025 

营业执照许可证业务办理 

技术支持电话 

*手机* 15771392641 

 

技术支持群 

许可技术支持群 登记技术支持一群 登记技术支持二群 

   



 

一、    自治区级 

自治区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业务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座机* 0471-5332416 

特种设备、计量 *座机* 0471-5332415 

重要工业产品及特殊食品 *座机* 0471-5332417 

  

二、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

务局 
*座机* 0471-5332021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569971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 *座机* 0471-7388183 

新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4393916 

回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3132803 

玉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6323275 

*座机* 0471-6302032 

赛罕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5614055/5614755 

土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8145836 

*座机* 0471-3620159 



托克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8514415 

和林格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7182599 

和林格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盛

乐园区） 
*座机* 0471-7393508 

清水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7913577 

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1-8812863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座机* 0471-4616268 

  

三、包头市 

包头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6862155 

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2-5990563 

*座机* 0472-5135012 

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3616002 

*座机* 0472-3616009 

东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2832605 



九原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6862383 

稀土高新区食药工商

局 

*座机* 0472-5316765 

石拐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2730809 

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8515896 

土右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8017745 

固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8127820 

达茂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2-8421746 

 

四、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8110210 

海拉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8117275 

牙克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7209159（企业） 

*座机* 0470-7226022（个体） 



扎兰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3605151 

额尔古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6824720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2837663 

鄂伦春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5623066 

阿荣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4215451 

莫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4686278 

鄂温克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8819708 

陈巴尔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6717226 

新巴尔虎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6603845 

新巴尔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0-6407716 

  

五、兴安盟 

兴安盟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兴安盟行政审批和政务服

务局 *座机* 0482-8288035 

乌兰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82-8288135 

0482-8100172 

科右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2-8505315 

扎赉特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2-6677170 

科右中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2-4133126 



突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2-5766050 

阿尔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2-7126056 

  

六、通辽市 

通辽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5-8910910 

科尔沁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5-8317763 

*座机* 0475-8313512 

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5-8628851 

库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5-4713323 

扎鲁特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5-7222267 

开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5-6222416 

*座机* 0475-6212210 

奈曼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5-4224556 

霍林河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5-7928159 

科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5-5226022 

科左中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5-2376090 



  

七、赤峰市 

赤峰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赤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8334678 

阿鲁科尔沁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6-7231730 

巴林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7865550 

巴林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6180231 

林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5322331 

克什克腾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5235529 

翁牛特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6360321 

喀喇沁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3750032 

*座机* 0476-3751877 

宁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5661571 

敖汉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4323909 

元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3555360 

松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8490315 

红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6-5879337 

  

八、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

理局 
*座机* 

0479-8108790 

业务咨询 

0479-8263792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座机* 0479-8816080 企业设立业务咨询 

*座机* 0479-8108597 企业变更、注销业务咨询 

*座机* 0479-8108945 个体业务咨询 

*座机* 0479-8109064 农合业务咨询 

阿巴嘎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9-2308117 业务咨询 

苏尼特左旗市场监督管

理局 
*座机* 0479-2522467 业务咨询 

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

理局 
*座机* 0479-7490157 业务咨询 

东乌珠穆沁旗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9-3222572 业务咨询 

西乌珠穆沁旗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9-3918761 个体业务咨询 

*座机* 0479-3918762 企业业务咨询 

太仆寺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9-5238772 业务咨询 



正镶白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 
*座机* 0479-6511889 业务咨询 

镶黄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陶娜木

乐 
13238496126 业务咨询 

乌云格日

乐 13947929292 农合业务咨询 

张秀梅 15847995923 企业业务咨询 

正蓝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9-4236203 业务咨询 

多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9-4526756 业务咨询 

乌拉盖管理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9-3350628 业务咨询 

  

九、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乌兰察布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4-8249251 企业登记 

王俊峰 13654747852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和作业人

员证 
秦路 15248031075 

*座机* 0474-8246907 

赵晓彤 13847410906 
商标注册 

柴艳芳 13624745339 

*座机* 0474-8156673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 



赵宁 13947439366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集宁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4-8305319 企业登记 

*座机* 0474-8309371 行政审批 

察右前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座机* 0474-3669195 ** 

察右中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座机* 0474-5909669 ** 

察右后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座机* 0474-6585014 ** 

丰镇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4-3262382 ** 

兴和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4-7581241 ** 

综合物流产业园

区分局 
*座机* 0474-8321308 ** 

商都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专用手机号 15714849615 ** 

化德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4-7909596 ** 

卓资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4-4700315 ** 



四子王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座机* 0474-5202589 ** 

凉城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座机* 0474-4202414 ** 

  

十、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8582295（登记注册） 

*座机* 0477-8582297（登记注册） 

*座机* 0477-8582291（药械） 

*座机* 0477-8582294（质检） 

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2276479 

鄂托克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6286030 

鄂托克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棋盘

井分局 
*座机* 0477-6471596 

鄂托克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7624803 

达拉特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2258314 

达拉特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三

垧梁园区） 
0477-5183877 



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8342315 

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8581726 

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4210021 

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准

格尔经济开发区分局） 
*座机* 0477-4779811 

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7212717 

康巴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7-8581140 

*座机* 0477-8581139 

  

十一、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8521231（企业） 

*座机* 0478-8262753（特种设备） 

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8915277（企业） 

*座机* 0478-8735155（个体） 

*座机* 0478-8288785（特种设备） 

乌拉特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3603060（企业、个体） 

乌拉特中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5699899（企业、个体） 

*座机* 0478-5913639（特种设备） 



*手机* 13948784458（特种设备） 

乌拉特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4666681（企业、个体） 

*座机* 0478-4663518（特种设备） 

杭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6623147（企业、个体） 

*座机* 0478-6624315（特种设备） 

五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5229285（企业、个体） 

*座机* 0478-5583251（特种设备） 

磴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4212585（企业、个体） 

*座机* 0478-4210870（企业、个体） 

*手机* 15147831157（特种设备） 

经济技术开发区 *座机* 0478-8253232（企业、个体） 

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8-8651918（特种设备） 

  

十二、乌海市 

乌海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乌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3-3998376 

海勃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3-3890065 

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3-3022865 



海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3-4025114-810 

  

十三、阿拉善盟 

阿拉善盟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阿盟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3-8345532（食药业务） 

*座机* 0483-8345513（工商登记） 

*座机* 0483-8345515（特种设备） 

阿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3-8221966 

阿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3-6022972 

额济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83-6521422 

阿拉善高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座机* 0483-8799396 

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座机* 0483-8642019 

  

十四、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满洲里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 *座机* 0470-6266629 

  



十五、二连浩特市 

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管业务咨询电话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座机* 0479-7533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