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作品登记机关和办理机构名录

作品登记机关
名称

办理机构

联络信息

名称

联系人：底建琴
国家版权局

北京市版权局

联络信息
联系人：唐天莉

电话：010-83138740

中国版权保护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中心

电话：010-68003887-5055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天桥南大街 1

40 号，100052

号天桥艺术大厦 A 座，100050

联系人：赵晓鹏

联系人：李毓林

电话：010-64081208

北京版权保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55 号

中心

一期，100010

电话：010-6408132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55 号
二期，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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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津版权交易
中心

联系人：刘璇
电话：022-58683130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长沙路 95 号，
300021

2、天津市滨海新

联系人：付海芬

区先锋文化传媒投 电话：022-25204060
联系人：张露娜，孙效梅

资有限公司

电话：022-28335745
天津市版权局

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大街 79 号泰达 MSD C1-1002，300475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 82 号，

3、天津正源国际

300211

版权交易市场有限 电话：022-58676389
公司

联系人：李玉清
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商务园东区
E9-205，300308

4、天津市版权协会 联系人：曹提辉
电话：022-23377538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 241 号，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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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解芳
河北省版权局

联系人：闻凯

电话：0311-87117084

河北省版权保护

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大街与裕华路

中心

交叉口西南侧河北广播电视台院内

地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院内南楼 615，050071

南楼 2318，050001
联系人：侯广林
山西省版权局

电话：0311-67561176

联系人：侯广林

电话：0351-8301521

山西省版权局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318 号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 315 房间，030001

电话：0351-8301521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318 号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 315 房间，030001

1、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联系人：寇爱涛
版权保护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
出版广电（版权）
局

电话：0471-4967453,13674716877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

联系人：其其格

缸房街 18 号，010010

电话：0471-4590179

2、内 蒙 古 宸 翰 信 联系人：燕翔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

和信息科技有限公 电话：0471-3240444，13347155676

西街 1 号数字传媒中心 A 座，010050

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
拉尔东路曙光培训大厦，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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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田大鹏
辽宁省版权局

吉林省版权局

黑龙江省版权局

上海市版权局

联系人：田大鹏

电话：024-23261003

辽宁省版权局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

电话：024-23261003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

路 108 号，110001

路 108 号，110001

联系人：李冰锐

联系人：李冰锐

电话：0431-85644760

吉林省版权局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电话：0431-85644760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号，130021

联系人：张璞

联系人：张璞

电话：0451-88622718

黑龙江省版权局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

电话：0451-88622718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

水路 333 号， 150090

水路 333 号，150090

联系人：张羽

联系人：张丕力

电话：021-64370176-8309

上海版权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 5 号，
200020

电话：021-50278098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 69 号
613 室，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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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郑思萱
电话：025-83332730-8003

联系人：袁学术
江苏省版权局

江苏版权保护中心

电话：025-83221565
地址：南京市高云岭 56 号，210009

地址：南京市高云岭 56 号，210009
（江苏作品登记平台网址链接：
http://121.43.77.107/UserServe
r/userpage/user-login.jsp）

联系人：吾晓红
浙江省版权局

联系人：胡铖杰

电话：0571-87163132

浙江省版权协会

地 址 ： 杭 州 市 体 育 场 路 178 号 ，

电话：0571-85062879
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219 号，310006

310008

1、安 徽 省 版 权 交 联系人：郑盼盼
易中心

电话：0551-66223765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徽州

安徽省版权局

联系人：汪闻敏

大道与南京路交叉口要素市场 A 区

电话：0551-62850751

六楼 661 室，230001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桐城南 2、合肥著作权登记 联系人：陈瑷
路 355 号 A 座 709 室，230022
保护中心
电话：0551-62675448，18297928915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56 号
古井百花大厦 A 座 2703 室，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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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程瑶
福建省版权局

江西省版权局

山东省版权局

河南省版权局

联系人：刘行宇

电话：0591-87532711

福建省版权协会

电话：0591-87535956

地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350001

地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350001

联系人：钟娜

联系人：仲学春

电话：0791-86895383

江西省版权保护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翠林

中心

电话：0791-86895220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翠林

路 339 号，330038

路 339 号，330038

联系人：于少海

联系人：于少海

电话：0531-85038141

山东省版权局

地 址 ： 济 南 市 经 十 路 18567 号 ，

电话：0531-85038141
地 址 ： 济 南 市 经 十 路 18567 号 ，

250011

250011

联系人：庞惠静

联系人：焦艳娜

电话：0371-69129688

河南省版权学会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3 号，
450002

电话：0371-69129689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3 号
1006，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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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思

联系人：张威
湖北省版权局

电话：027-68892414

湖北省版权保护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黄鹂路

中心

39 号，430077

广东省版权局

9 号湖北省广播电视监测大楼一楼

联系人：刘傅红

电话：0731-84801756

湖南版权代理有限 电话：0731-82231655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广电中

责任公司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湖南省

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北院，410003

新闻出版大厦 2013，410005

联系人：宁建芳

联系人：雷涛

电话：020-61228992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电话：020-37602096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331 号广电

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二期，510066

一楼版权登记大厅，510075

联系人：杨训国

联系人：陆妮妮

广西壮族自治区版 电话：0771-5516159
权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
版权服务大厅，430071

联系人：李奥涵
湖南省版权局

电话：027-87329653

广西版权保护协会

地址：广西南宁市金湖路 53 号，
530028

电话：0771-5516087
地 址 ： 广 西 南 宁 金 湖 路 53 号 ，
530028

7

联系人：曾柏林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电话：0898-65399213

版体育厅行政审批

版体育厅（版权局）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59 号 13

办公室

楼，570204
联系人：汤裕洁
重庆市版权局

四川省版权局

贵州省版权局

云南省版权局

联系人：雷乐艳
电话：0898-65203034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五指山南路 3 号
省政务中心 2 楼 53-54 号窗口，
570000
联系人：马雪吟

电话：023-67502723

重庆市版权保护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 25 号，

中心

电话：023-67708230-708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一路 78 号

400021

国际商会大厦 10 楼，400020

联系人：何东

联系人：梁红

电话：028-86696803

四川省版权事务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19 号，

中心

电话：028-86696630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19 号，

610072

610072

联系人：傅琳

联系人：徐梅

电话：0851-5823147

贵州省版权保护

地址：贵阳市延安中路 5—9 号，

协会

电话：0851-85813428
地址：贵阳市延安中路 5—9 号，

550001

550001

联系人：杨泽娥

联系人：杨泽娥

电话：0871-64110370

云南省版权局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 182
号，650031

电话：0871-64110370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 182
号，6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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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孙涛
陕西省版权局

甘肃省版权局

联系人：张云

电话：029-85496118

西安电视剧版权

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336 号，

交易中心

电话：029-89131685
地址：西安市曲江行政商务陕西文

710061

化大厦 B 座 6 层，710061

联系人：范祥国

联系人：范祥国

电话：0931-8539408

甘肃省版权局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

电话：0931-8539408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

路 226 号, 730000

路 226 号, 730000

联系人：付成久，李贞楠

联系人：付成久，李贞楠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 电话：0971-6141050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 电话：0971-6141050

出版厅（版权局）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同仁路

出版厅（版权局）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同仁路

10 号，810001

10 号，810001

联系人：郝辉

联系人：郝辉

宁夏回族自治区版 电话：0951-5014265
权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版权局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139 号，750001

139 号，750001

联系人：郭庆龙

联系人：郭庆龙

新疆新闻出版广电 电话：0991-3637543
局（版权局）

电话：0951-5014265

新疆新闻出版广电 电话：0991-3637543

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591 号，
830011

局（版权局）

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591 号，
8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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