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供水业务服务网点一览表
（更新日期：2022 年 9月）

序号 行政区域 镇街 业务办理服务网点名称 业务办理服务网点地址

1 禅城区 祖庙街道 佛山市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28 号公交大厦

2 禅城区 石湾街道 禅城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魁奇路澜石金属交易中心

3 禅城区 南庄镇 南庄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南路 106 号南庄商业广场 1座

4 禅城区 祖庙街道 同济营业厅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16 号供水大厦

5 禅城区 南庄镇 南庄营业厅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南路 106 号南庄商业广场 A2 座

（南庄供电所对面）

6 禅城区 张槎街道 高新营业厅 佛山市禅城区古新路 70 号高新科技产业园 B座

7 南海区 桂城街道 桂城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港路 8号

8 南海区 西樵镇 西樵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高路 65 号

9 南海区 里水镇 里水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新兴路 15 号

10 南海区 九江镇 九江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启航大道 2号 A栋

11 南海区 大沥镇 黄岐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鄱阳路 117 号

12 南海区 大沥镇 盐步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穗盐西路时代广场

13 南海区 大沥镇 大沥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振兴路 54 号

14 南海区 狮山镇 狮山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路 3号

15 南海区 狮山镇 松岗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石路田心湾松岗广场



16 南海区 狮山镇 官窑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大道 10 号

17 南海区 狮山镇 罗村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府前路 3号

18 南海区 丹灶镇 金沙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城区金兴路 7号

19 南海区 桂城街道 桂城营业厅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桂东路 43 号

20 南海区 西樵镇 西岸营业厅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庆云大道 106 号（碧桂园翡翠湾

售楼部对面）（仅周二和周四营业）

21 南海区 丹灶镇 丹灶营业厅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樵丹北路1号南洋电机厂南边5号铺

位

22 南海区 里水镇 里水营业厅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大道 179 号

23 南海区 九江镇 九江营业厅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洛浦大道 38 号

24 顺德区 大良街道 区行政服务中心西座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城区德民路

25 顺德区 大良街道 大良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县东路 38 号

26 顺德区 容桂街道 容桂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奇大道中 32 号

27 顺德区 伦教镇 伦教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南苑西路

28 顺德区 勒流镇 勒流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建设西路 182 号

29 顺德区 杏坛镇 杏坛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杏龙路 329 号

30 顺德区 北滘镇 北滘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明政路 1号

31 顺德区 陈村镇 陈村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白陈路

32 顺德区 乐从镇 乐从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兴乐路 163 号

33 顺德区 龙江镇 龙江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文华路



34 顺德区 均安镇 均安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永安路 28 号

35 顺德区 大良镇 大良分公司营业厅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凤山西路 13 号

36 顺德区 北滘镇 北滘分公司营业厅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跃进南路 80 号

37 顺德区
乐从镇佛山

新城

佛山新城供水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厅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佛山新城裕和路 142 号金海创意文

化中心（世纪莲地铁站 D出口）

38 高明区 三洲镇 高明区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三洲百灵路 88 号

39 高明区 杨和镇 杨和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高明大道 115 号

40 高明区 更合镇 更合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更合镇更合大道 355 号更合镇政府西副楼一楼

41 高明区 明城镇 明城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城五路 16 号

42 高明区 荷城街道 荷城营业厅 佛山市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 142 号

43 高明区 富湾镇 富湾营业厅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兴富路永乐街 31 号

44 高明区 更合镇 更合营业厅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更楼工业大道 45 号 3 座

45 高明区 杨和镇 杨和营业厅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和顺路 78 号

46 高明区 明城镇 明城营业厅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七路 23 号

47 三水区 西南街道 三水区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同福路 10 号

48 三水区 乐平镇 乐平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府前路 1号

49 三水区 南山镇 南山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侨新路 18 号

50 三水区 西南街道
佛水环保三水供水

客户服务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驿北路 5号云东海碧桂广场一

区一座(三水双子星东塔东侧）

51 三水区 西南街道 西南营业厅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环城路 48 号



52 三水区 白坭镇 白坭营业厅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黄金大道 68 号富景花园 A座 104

号

53 三水区 乐平镇 乐平营业厅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乐南路 3号雍翠新城君临 18 座 13、

14 号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