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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昆明市 昆明市五华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五华区西昌路736号（西昌路救援站） 0871-65324514

2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盘龙区昆澜街 0871-65378119

3 昆明市 昆明市官渡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官渡区关平路17号(关上消防救援站) 0871-67122128

4 昆明市 昆明市西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153号 0871-68181811

5 昆明市 昆明市呈贡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呈贡区彩龙街昆磨高速旁（斗南消防救援站） 0871-67494119

6 昆明市 昆明市东川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东川区炎山路10号 0871-62166375

7 昆明市 昆明市晋宁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市晋宁区昆阳镇滇南路安晋高架桥旁 0871-67808110

8 昆明市 安宁市消防救援大队 安宁市连然街道昆畹中路19号 0871-68694119

9 昆明市 富民县消防救援大队 富民县旧县路旧县村村口 0871-68817704

10 昆明市 宜良县消防救援大队 宜良县温泉路12号 0871-67523119

11 昆明市 嵩明县消防救援大队 嵩明县嵩阳街道环城西路（新中医院旁） 0871-67923290

12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石林县龙泉路151号 0871-67786043

13 昆明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禄劝县屏山街道英子龙村195号 0871-68904119

14 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寻甸县仁德镇龙泉路武装部旁 0871-62650166

15 昆明市 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直属大队 昆明市呈贡区渔浦路868号 0871-66112550

16 昆明市 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特勤大队 安宁市县街街道宁泊路118号 0871-66112500转3520

17 昆明市 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五华中队 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同心路社区普龙路 0871-66112500转3500

18 昆明市 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石林中队 石林县鹿阜街道鹿平公路 0871-66112500转3540

19 昆明市 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禄劝中队 禄劝县屏山街道旧县村委会小龙潭 0871-66112500转3560

20 曲靖市 曲靖市麒麟区消防救援大队 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南路112号 0874-31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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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曲靖市 曲靖市沾益区消防救援大队 曲靖市沾益区湖西路10号 0874-3055799

22 曲靖市 曲靖市马龙区消防救援大队 曲靖市马龙区通泉镇龙泉北路延长线 0874-8887771

23 曲靖市 宣威市消防救援大队 宣威市振兴街289号 0874-7205228

24 曲靖市 陆良县消防救援大队 陆良县北辰路消防救援大队 0874-6082720

25 曲靖市 师宗县消防救援大队 师宗县324国道火车站斜对面 0874-5067609

26 曲靖市 罗平县消防救援大队 罗平县九龙大道76号 0874-8219401

27 曲靖市 富源县消防救援大队 富源县胜境大道460号 0874-4612141

28 曲靖市 会泽县消防救援大队 会泽县金钟街道春晓街1号 0874-5687985

29 曲靖市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峰西路66号 0874-3968118

30 玉溪市 玉溪市红塔区消防救援大队 玉溪市红塔区抚仙路13号 0877-2063119

31 玉溪市 玉溪市江川区消防救援大队 玉溪市江川区江通路12号 0877-8011297

32 玉溪市 澄江市消防救援大队 澄江市凤麓社区东浦路20号 0877-6912134

33 玉溪市 通海县消防救援大队 通海县秀山街道平安路6号 0877-3803119

34 玉溪市 华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华宁县宁州镇澄华路 0877-5015364

35 玉溪市 易门县消防救援大队 易门县菌香大道（罗所加油站上行300米） 0877-4961015

36 玉溪市 峨山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峨山县双江街道嶍峨路A12号 0877-4017542

37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新平县桂山镇振新路10号 0877-7023590

38 玉溪市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元江县澧江街道红侨社区武洒变电站旁 0877-6028683

39 保山市 保山市隆阳区消防救援大队 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海棠路中段隆阳区消防救援大队 0875-2122378

40 保山市 腾冲市消防救援大队 腾冲市腾越镇热海路腾冲市消防救援大队 0875-518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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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保山市 施甸县消防救援大队 施甸县甸阳镇兴义路（西）6号消防救援大队 0875-8121880

42 保山市 龙陵县消防救援大队 龙陵县龙山镇热泉路县医院后门 0875-6121119

43 保山市 昌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昌宁县田园镇环城北路与昌莽公路交叉口昌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0875-7131768

44 昭通市 昭通市昭阳区消防救援大队 昭通市昭阳区学生路127号 0870-2155119

45 昭通市 水富市消防救援大队 水富市云富街道高滩新区绥水路人武部斜对面 0870-3106593

46 昭通市 鲁甸县消防救援大队 鲁甸县世纪大道 0870-8124076

47 昭通市 巧家县消防救援大队 巧家县白鹤滩镇大沙坝 0870-7128115

48 昭通市 盐津县消防救援大队 盐津县盐井镇黄葛槽新区津民路6号 0870-3197119

49 昭通市 大关县消防救援大队 大关县翠华镇翠屏村烂田社大关县消防救援大队 0870-3041190

50 昭通市 永善县消防救援大队 永善县溪洛渡镇玉泉路138号 0870-4129911

51 昭通市 绥江县消防救援大队 绥江县中城镇马鞍街3号 0870-7620061

52 昭通市 镇雄县消防救援大队 镇雄县乌峰镇旧府街道办事处凤翅社区凤翥路120号 0870-3075161

53 昭通市 彝良县消防救援大队 彝良县角奎镇昭彝路旁 0870-5122562

54 昭通市 威信县消防救援大队 威信县扎西镇石龙社区大房子村民小组92号附一号 0870-6129119

55 丽江市 丽江市古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义正街云岭段云岭巷31号 0888-5110119

56 丽江市 永胜县消防救援大队 永胜县永北镇南兴路与南华路路口东50米处 0888-6524609

57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玉龙县金川路22号 0888-5108119

58 丽江市 华坪县消防救援大队 华坪县中心镇狮山路43号 0888-6121705

59 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宁蒗县泸沽湖大道9号 0888-5526636

60 丽江市 丽江市森林消防支队 丽江市古城区文智路11号 0888-3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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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森林消防大队 玉龙县黄山镇南口路2号 0888-5178936

62 丽江市 丽江市永胜县森林消防中队 永胜县永北镇凤明南路252号 0888-6561228

63 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森林消防中队 宁彝县大兴镇安乐社区环城路 0888-8890388

64 丽江市 丽江市古城区森林消防中队 丽江市古城区文智路11号 0888-5116111

65 普洱市 普洱市思茅区消防救援大队 普洱市思茅区银生路普洱市司法局对面 0879-2301254

66 普洱市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宁洱县凤凰路47号 0879-3232610

67 普洱市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墨江县联珠镇班中村老杨冲 0879-4232666

68 普洱市 景东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景东县天华路15号 0879-6228119

69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景谷县威远镇芒乡大道团结路336号 0879-5112119

70 普洱市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镇沅县商云路10号 0879-5814119

71 普洱市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江城县勐烈镇桥头村瓦窑寨53号 0879-3722755

72 普洱市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孟连县帕当路48号 0879-3023192

73 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澜沧县勐朗镇行政办公区 0879-8723119

74 普洱市 西盟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西盟县龙须路121号 0879-8344119

75 普洱市 普洱市思茅区森林消防中队 普洱市思茅区凤凰巷1号 0879-3013112

76 普洱市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森林消防中队 宁洱县126坡头 0879-3013120

77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森林消防中队 景谷县威远镇新民路15号 0879-3013114

78 普洱市 景东彝族自治县森林消防中队 景东县锦屏镇大草地社区凉水井 0879-3013116

79 普洱市 普洱市森林消防支队直属中队 普洱市思茅区龙生路99号 0879-3013119

80 临沧市 临沧市临翔区消防救援大队 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路178号 0883—215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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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临沧市 云县消防救援大队 云县爱华镇工业园区2号路段 0883-3211719

82 临沧市 凤庆县消防救援大队 凤庆县凤山镇凤城稻香路 0883-4212951

83 临沧市 永德县消防救援大队 永德县德党镇消防救援大队 0883-5211031

84 临沧市 镇康县消防救援大队 镇康县南伞镇勐英路10号 0883-6630867

85 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双江县沙河乡富强大道7号 0883—7624127

86 临沧市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耿马县甘东西路9号 0883-6121543

87 临沧市 沧源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沧源县勐董镇南蚌路7号 0883-7125813

88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市消防救援大队 楚雄市鹿城镇鹿城南路684号 0878-3213228

89 楚雄彝族自治州 双柏县消防救援大队 双柏县妥甸镇妥大公路100米处 0878-6147094

90 楚雄彝族自治州 牟定县消防救援大队 牟定县共和镇万寿路106号 0878-5216400

91 楚雄彝族自治州 南华县消防救援大队 南华县龙川镇龙坪南路40号 0878-7226119

92 楚雄彝族自治州 姚安县消防救援大队 姚安县栋川镇宝城路78号 0878-5711678

93 楚雄彝族自治州 大姚县消防救援大队 大姚县金碧镇南塔路24号 0878-6227306

94 楚雄彝族自治州 永仁县消防救援大队 永仁县永定镇仁民路35号 0878-6044278

95 楚雄彝族自治州 元谋县消防救援大队 元谋县元马镇沙地村108国道旁 0878-8217119

96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消防救援大队 武定县狮山镇环城西路146号 0878-8712240

97 楚雄彝族自治州 禄丰市消防救援大队 禄丰市金山镇侏罗纪大街26号 0878-4122111

98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蒙自市消防救援大队 蒙自市复兴路与天马路交叉口 0873-3721113

99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旧市消防救援大队 个旧市金湖南路43号 0873-2136154

10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开远市消防救援大队 开远市智源西路310号 0873-7122864



云南省2021年消防员招录报名点信息表
序号 州、市 报名点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101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弥勒市消防救援大队 弥勒市中山路中段 0873-6221689

102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建水县消防救援大队 建水县青云路（交警队背后） 0873-3188906

103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石屏县消防救援大队 石屏县异龙镇黑龙坡33号 0873-4853119

104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消防救援大队 泸西县环城北路泸源中学背后 0873-6621499

105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元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元阳县南沙镇常青路34号 0873-5642630

106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河县消防救援大队 红河县莲花大道延长线 0873-4621119

107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绿春县消防救援大队 绿春县晋思路299号 0873-4223119

108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屏边苗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屏边县玉屏镇屏边大道12号 0873-3226605

109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金平县前哨南路39号 0873-5221352

11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河口瑶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河口瑶族自治县伏波路中段 0873-3450394

11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消防救援大队 文山市龙欢路65号 0876-2124119

11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消防救援大队 马关县逢春大道3号 0876-3059118

11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县消防救援大队 广南县莲城镇消防路35号 0876-3029518

11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消防救援大队 砚山县江那镇消防救援大队（游乐园对面） 0876-3063912

115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丘北县消防救援大队 丘北县文秀路67号 0876-3053373

116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富宁县新华镇文苑路2号 0876-6122319

117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西畴县消防救援大队 西畴县西洒镇普兰路延长线上 0876-7626956

11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栗坡县消防救援大队 麻栗坡县莱溪路15号 0871-6621119

119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消防救援大队 景洪市清泉路16号 0691-2751988

12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消防救援大队 勐海县茶乡路12号 0691-5123119



云南省2021年消防员招录报名点信息表
序号 州、市 报名点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12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消防救援大队 勐腊县雨林大道342号 0691-8132119

12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消防大队 景洪市宣慰大道127号 0691-2133869

123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森林消防中队 勐腊县纳利路16号森林消防中队 13759269363

124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白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 大理市下关镇嘉士伯大道36号 0872-3097214

125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市消防救援大队 大理市下关镇建设西路5号 0872-2125203

126 大理白族自治州 祥云县消防救援大队  祥云县祥姚路中段文化东路北段 0872-3121361

127 大理白族自治州 宾川县消防救援大队 宾川县白塔路百亿工业园区 0872-7142101

128 大理白族自治州 弥渡县消防救援大队 弥渡县弥城镇小河淌水大道2号 0872-8161714

129 大理白族自治州 永平县消防救援大队 永平县博南镇荷花小区202号 0872-6520702

130 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龙县消防救援大队 云龙县诺邓镇郊林路 0872-5521814

131 大理白族自治州 洱源县消防救援大队 洱源县茈碧湖镇腾飞路东段 0872-5123616

132 大理白族自治州 剑川县消防救援大队 剑川县金华镇城北新区 0872-4521347

133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消防救援大队 鹤庆县云鹤镇福兴小区5号 0872-4133933

134 大理白族自治州 漾濞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漾濞县苍山西镇湍溪路6号 0872-7522119

135 大理白族自治州 南涧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南涧县南涧镇金龙路175号 0872-8521135

136 大理白族自治州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巍山县南诏镇文华山新区 0872-6120274

137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白族自治州森林消防支队 大理市海东镇上和村委会天秀路3号 0872-3066789

138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市森林消防中队 大理市大理镇小岑村村口 0872-2662812

139 大理白族自治州 洱源县森林消防中队 洱源县茈碧湖镇永联村214国道西侧 0872-5121118

140 大理白族自治州 永平县森林消防中队 永平县博南镇荷花小区203号 0872-65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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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大理白族自治州 漾濞彝族自治县森林消防中队 漾濞县苍山西镇漾江路131号 0872-7520279

142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消防救援大队 芒市南蚌路41号 0692-2121899

143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瑞丽市消防救援大队 瑞丽市友谊路6号 0692-4143619

144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消防救援大队 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思南路36号 0692-4667047

145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建设路友谊巷1号 0692-5153833

146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陇川县消防救援大队 陇川县章凤镇园林北路2号 0692-7175147

147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盈江县消防救援大队 盈江县平原镇部队坡 0692-8188546

148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梁河县消防救援大队 梁河县遮岛镇南甸路26号 0692-6165309

149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消防救援大队 泸水市六库镇穿城路582号 0886-3622826

150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消防救援大队 福贡县上帕镇江西路9号 0886-3412009

151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贡山县茨开镇次开路62号 0886-3511570

152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兰坪县金顶镇龙凤小区64号 0886-3211733

153 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市消防救援大队 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62号 0887-8236164

154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消防救援大队 德钦县升平镇河香中路61号 0887-8412119

155 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县消防救援大队 维西县保和镇春雨路新县医院旁 0887-8626119

156 迪庆藏族自治州 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藏密路88号 0887-8388119

157 迪庆藏族自治州 迪庆藏族自治州森林消防救援大队 香格里拉市昌都路50号 0887-8224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