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艺术节
市级赛事市民报名一览表

黄浦区
中心名称（8家）

地址

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蒙自路223号

瑞金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63050874

momowang@126.com

63050874

xiaolianghan66@126.com

54655035

13817934572@139.com

54655038

zjxq2006@yahoo.com.cn

53831161

1262625535@qq.com

陕西南路245号

淮海中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马当路349号

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瞿溪路1111弄26号

63017341*601
63017341

xiaojia55@hotmail.com

南京东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江阴路101号

63271866*5315

31639275@qq.com

外滩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河南中路578号

63295059

waitanccac@126.com

小东门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白渡路252号2楼

63325915

hong_shcn@sina.com

半淞园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西藏南路1360号

63120055*3011

bjdwhz@sina.com

静安区
中心名称（5家）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康定东路85号

52139880

hnl306@hotmail.com

江宁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淮安路771号

62662559×111

361159995@qq.com

62662559*105

361159995@qq.com

52287952

cjdtsg@163.com

021-52138211

liuzheng4818@126.com

曹家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武定西路1344弄12号

静安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闸路18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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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南京西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闸路1855号
富民路197弄69号

52138211

aprilmeng@163.com

52283960

nanxiwenhua@163.com

联系电话
64567718×127

电子邮箱
lhwhhdzx@xh.sh.cn

64567718*128

34007092@qq.com

徐汇区
中心名称（11家）

地址

龙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龙华西路21弄80号

斜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零陵北路1号4楼

64163907

chengyu@xh.sh.cn

枫林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双峰路420号

64878940

flwhzx@xh.sh.cn

凌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梅陇路415号

64542461×2007、2005

meiwen415@126.com

64542501*2008

meiwen415@163.com

64966859

luhui@xh.sh.cn

54821212*402

luhui@xh.sh.cn

64336261

hnsqxx@xh.sh.cn

64411781

xjh_whzx@xh.sh.cn

64411781

xjh_whzx@xh.sh.cn

华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华泾路505号

湖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乌鲁木齐中路164号

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南丹东路109号

长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罗香路237号

64555994

cqwhzx@xh.sh.cn

康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桂林路46号

54205397

kjshefal@xh.sh.cn

漕河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康健路135号

64366239

chjtv@139.com

64360810

huangshtu101@sina.com

64755707

xuqing@xh.sh.cn

64755707

tlqwt@xh.sh.cn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62407441

wyying0729@126.com

田林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田林东路588号

长宁区
中心名称（10家）

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地址

安化路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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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安化路500号

52376396

79142488@qq.com

52551794

kqgongs@sohu.com

新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福泉路405号4楼

33030665

gaofeng6502@163.com

北新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天山西路新泾一村144号

62386211

yangjunjie1@vip.changning.sh.cn

天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娄山关路天山四村122号

62286691

tianshanwhzx@163.com

新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华路359号

62947616

wangjinghua@vip.changning.sh.cn

仙霞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仙霞路579弄38号

62337559
62337559

181652670@qq.com

22300051
程家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虹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周家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江苏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哈密路1955号

22300052

dong19851106@yahoo.cn

62750015

yongjingbaby@yahoo.com.cn

62750015

83524489@qq.com

52731740

gaojinyun000@163.com

52731740

381464341@qq.com

62121601

363530886@qq.com

虹桥路1115弄19号

云雾山路551弄48号3楼

宣化路3号

普陀区
中心名称（9家）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曹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杏山路317号

52660917

qinl@shpt.gov.cn

52847133

1786133580@qq.com

甘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延长西路350号

56406028

gq_whhdzx@shpt.gov.cn

62861352

gongxy1@shpt.gov.cn

长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枣阳路251弄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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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桃浦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枣阳路251弄100号

62456213

xupy@shpt.gov.cn

52686811

huluru@163.com

52686816

czsqwhzx@163.com

62840410

yulili@shpt.gov.cn

66279593

bianml@shpt.gov.cn

梅川路1255号

红棉路188号

真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兰溪路968号

52858451

cheny4@shpt.gov.cn

长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会路25号

62667851

wywy8888@163.com

60837506

zhouxq@shpt.gov.cn

60837518

zhenqi@eshanghai.cn

56531239

taowy@ptq.sh.gov.cn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6887129

lf_wenhuazhongxin@126.com

56796194-8126

lwc4578@126.com

55159517

dnwjk@126.com

56659911×108

13916279700@163.com

56659950-216

15821067239@163.com

63259903

shbzjd@126.com

66296331

290536926@qq.com

66296331

290536926@qq.com

石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宜川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宁强路33号

华阴路200号

闸北区
中心名称（8家）

地址

临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保德路181号
（因装修无法进行现场报名）

大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平型关路1222号
共和新路1700弄70号甲（报名
地址）

彭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灵石路745号

北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康乐路101号

宝山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宝昌路5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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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新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延长中路755号

51029138×405

lu986251087@126.com

彭浦新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彭浦新村58号

56911155×8504

ppxcjd@163.com

天目西文化中心

沪太路150号

36150356

763438351@qq.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65427675

qywhhdzx@163.com

65366200

1292400053@qq.com

60489959

tlqwhzx@163.com

65375237

txy.008@163.com

65605081

jwzwhzx@126.com

虹口区
中心名称（8家）

地址

曲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中山北一路998号

提篮桥社区文化中心

江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东大名路1088号

丰镇路21号

80511518@qq.com
欧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四平路621弄甲100号

65085941

oyjdwhzx@163.com

四川北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海伦路505号

65875056/65875551*8006

ScBwhzx@126.com

凉城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车站南路340号

65265511*8015

lcwhzx2013@163.com

嘉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香烟桥路87号

65756655*8022

jx_whzx@sina.cn

51812299

hkgzwhzx@163.com

广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广中路123号

51812299

hkgzwhzx@163.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1233431

wjchjd@126.com

杨浦区
中心名称（12家）

地址

五角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政化路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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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四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政化路257号

平凉路1730号

51233431

wjchjd@126.com

65186571

2357447918@qq.com

65186571

854626628@qq.com
meiqin390@163.com

抚顺路360号

65139410
定海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阳路3066号

平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怀德路399号

长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五角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江浦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许昌路1150号

殷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江湾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zhanghaijia0820@126.com

翔殷路505弄3号
永吉路148号

控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314267477@qq.com

延吉东路105号

延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meiqin1390@163.com

65125564

wangbei620@yahoo.cn

55832081

cbjdwhzx@163.com

55832082

cbjdwhzx@163.com

55228061

wzwhzx@126.com

55228061

wzwhzx@126.com

65480561

susan7869@126.com
pjsfk2010@163.com

凤城二村19号

市光三村164号
国秀路700号

65853503

jpsfk2010@163.com

33779275

kjjdsfk@126.com

65432431

kjjdsfk@126.com

55951566

kjjdsfk@126.com

65053774

yhwhhdzx@163.com

65053774

yhwhhdzx@163.com

35306422

334520094@qq.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6862235

378273622@qq.com

宝山区
中心名称（11家）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地址
美诺路1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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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友谊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美诺路131号

33700192

ldwhfwzx@126.com

66595201

26274224@qq.com

56128658

694423156@qq.com

56043296

gucun2010@sina.com

56189903

15054828@qq.com

永清路899号

富联路368号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陈行街123号

56871384

39545023@qq.com

吴淞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淞浦路470号

56842971

791654631@qq.com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吉浦路551号

66185011

975008736@qq.com

杨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松兰路826号

56801265

22265337@qq.com

36359660

576549909@qq.com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西路2697号

36359657

425228021@qq.com

66182123

yanjv198@126.com

36303876

yp36303876@163.com

36302279

yp36303876@163.com

56503892

avv310_0@163.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34074313

zqwhz@126.com

淞南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南路583号东门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德都路111号A308

大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华路1469号

闵行区
中心名称（13家）

地址

颛桥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颛桥镇颛兴路180弄18号

214547558@qq.com
江川文化活动中心

鹤庆路366号

54756369

ptfy2002@yahoo.com.cn
7192086@qq.com

新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宁虹路1122号

347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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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whz1122@163.com

新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古美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马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华漕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宁虹路1122号
平阳路258号

马桥镇青年路33号(近北松公
路)

纪翟路550号

34702295

yy_522@163.com

54140243

gmsqxx123@163.com

64092984

meili0129@sina.com

64092984

10341454@qq.com

64092984

15436498@qq.com

3509073

shmilyhan@126.com
may5xuejf@163.com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申北路425号

浦江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浦江镇浦锦路400号

吴泾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龙吴路5533号

莘庄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七宝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52966921

wentizhongxin@yeah.net

52966923

327386817@qq.com

34030238

pj_whz@163.com

64506821

xuaner0000@sina.ocm

64506821

2609036674@qq.com

64923394

xzz_whzx@163.com

64880008

86393572@qq.com

54859960-7055、7053

qbwtzx@163.com

54859960-7021

qbwtzx@163.com

34700268-81015

mlzsmwhj@126.com

64060232

hqzwenti@sohu.com

64056200

373712276@qq.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8410366、68309892

sanlin338@163.com

68309892

sanlin338@163.com

58078268

gangteng@163.com

58078268

58230563@qq.com

七莘路326号

沪松公路450号

梅陇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高兴路108号

虹桥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虹桥镇万源路2800号

浦东新区
中心名称（36家）

地址

三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三林路338号

泥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泥城镇鸿音路3156弄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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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杨社区文化中心

云山路1080弄2号

50755293

jyjdqwk@163.com

唐镇社区文化中心

唐兴路495号

58961741

tzwgzx@163.com

大团镇文化服务中心

大团镇南团公路3330号

58086862

tll5678@163.com

58086862

xphuang001@163.com

金桥镇文广服务中心

金高路1777号北楼416室

58991752

51320837@qq.com

书院镇文化服务中心

书院镇老芦公路861号

33753793×8004

609711240@qq.com

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

周浦镇周东路266号

68110509

zpwhzx@yahoo.com.cn

曹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曹路镇民区路9号

50218089

1599653@qq.com

58633051

350519041@qq.com

50450204

hmwhzx@126.com

58905501

chuanshawenguang@163.com

花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花木街道梅花路289号

川沙新镇文化活动中心

新川路300号

chuanshawenguang@163.com
祝桥镇文化服务中心

祝桥镇航亭环路158号

58102644

156297084@qq.com

58102640

59593589@qq.com

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

川南奉公路6193号

68271956

huinanwenhua_2008@163.com

新场镇文化服务中心

新场镇新环东路276号

58171239*305

xincenter@126.com

浦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博兴路1473号

50265457

pxjd_whzx@126.com

高东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高东镇光烁路39号

58481308

gaodong8405@163.com

58481308

gaodong8405@163.com

50896945

tqwhzx@163.com

58055961

819378135@qq.com

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蓝村路86号

老港镇文化服务中心

老港镇建中路458号

44156393@qq.com
康桥镇文化服务中心

康桥镇康沈路686号

68193814

kqzwhfwzx@163.com

68193814

kqzwhfwzx@163.com

航头镇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航鹤路388号

68221381

ht_whzx@163.com

陆家嘴金融城文化中心

浦东栖霞路120号

58872654

whzx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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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镇文广服务中心

南汇新城文化服务中心

新行路340号

芦硕路298号

68975075

wgzx225@163.com

68975075

wgzx225@163.com

58285940
329923169@qq.com

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

东书房路629弄8号507室

68746770
68747771

周家渡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齐河路508号

68585900
68585882

潍坊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南泉路269号

昌里路335号

南码头路400号

东川路7781号

陈春路101号

凌兆路555弄20号

兰城路247号

清溪路560号

万祥镇振万路2号

99250375@qq.com

50405198
50403453

万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dmljdwhzx@163.com

68507665
50380461

高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415074201@qq.com

50842277
50842277

沪东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caixiaoyan589@126.com

50610020
68926204

东明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nmtsqwhhdzx@163.com

68905761
68905761

北蔡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wttsss@163.com

58395539
58395535

合庆镇文广服务中心

shiyijing.712@163.com

51923213
51923230

南码头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jjl4581@126.com

51330427
51330433

上钢新村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slsbjysq@126.com

gaoqiaowg@126.com

58043513
1156959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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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张江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8037138

三灶下盐公路3824号
张江江东路54号

58038070

95897445@qq.com

50792306

149623956@qq.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9537340

lianqijiayuan@126.com

59538041

23876275@qq.com

39106678

waigangxinwen@163.com

39106676

408661624@qq.com

69991301

ltjys@sina.com

69993077

xcwh303@163.com

59993326

113869202@qq.com

69120921

nxart@163.com

59121299

61496568@qq.com

59956052

htxx-xc@sohu.com

59956129

dzgy0375_7@yahoo.com.cn

69196266

ZXWTZX@126.COM

59558280

xuhangqunwen@126.com

59558714

yangyangrita@hotmail.com

69973625

meilijiangqiao@163.com

39966516

gyqwtzx@163.com

39966516

247678010@qq.com

59156353

yiyiyi716@126.com

59153972

yiyiyi716@126.com

59561088

atqw59571772@126.com

嘉定区
中心名称（12家）

地址

嘉定镇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嘉定镇清河路196号

外冈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外冈镇翟门路518号

菊园新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棋盘路1255号

新成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仓场路335号

南翔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华亭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南翔镇古漪园路737号

华亭镇霜竹公路1358号

真新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清峪路855号

徐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徐行镇新建一路1568号

江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华江路129弄1号楼

嘉定工业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汇源路200号东侧

嘉定新城（马陆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安亭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沪宜公路3322号
安亭镇墨玉路6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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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
中心名称（11家）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山阳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山阳镇体育路53号

57241230

kekenice@126.com

漕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漕泾镇富漕路239号

57251470

627233403@qq.com

57251470

yangkaby@163.com

57311954

shenlin1998@163.com

57352535

243110440@qq.com

朱泾镇文化活动中心

朱泾镇人民路360号

枫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枫泾镇枫丽路147号

hufuzong@163.com
吕巷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朱吕公路6858号

57376833

yyg0621@163.com

亭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亭林镇亭升路550弄33号

67235400

tinglinyl@126.com

金山工业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金山工业区恒顺路280弄39号

57270710

992988564@qq.com

金山卫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金山卫镇古城路295号

57260148

46698953@qq.com

廊下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廊下镇景乐路228号1号大楼

57392265

jerryzhuzhu@163.com

张堰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张堰镇康德路328号

57213185

Xijing19870521@163.com

石化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柳城路291号

57935885

yupingq12@126.com

57935885

shendanliu@126.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37668926

fangsongwenhua@163.com

37668926

fangsongwenhua@163.com

57780873、57781686

398744420@qq.com

67725113

yf67725113@163.com

松江区
中心名称（11家）

地址

方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北翠路1077号

中山街道文化体育管理站

茸梅路200号

永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松汇西路1438号
第 12 页，共 16 页

永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佘山镇文化活动中心

松汇西路1438号

67725113

yf67725113@163.com

57651711

57659183@163.com

外青松公路8888弄3号

57659183@163.com
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九亭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浜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车墩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岳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网络报名）

洞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7621171

wtz@sijing.gov.cn

57621170

wentisuo@163.com

57632193、57633839

Wts3839@163.com

37021733

Wts3839@163.com

37021733

Wts3839@163.com

57892090

xbzwhz@126.com

57891471

xbzwhz@126.com

57600785

songjianglq@163.com

57601434

songjianglq@163.com

57723218

57821455@163.com

57673855

djwtfws@163.com
wenhuazhan1@163.com

67657382-8302

giggle_1218@126.com

57642939

wenhuazhan@126.com

泗泾镇鼓浪路588号

九亭镇易富路25号

新浜镇新颖路1031号

车墩镇影视路28弄1号楼

人民北路171弄30号

洞泾镇洞宁路669号

新桥镇新站路460号

1084413484@qq.com

青浦区
单位（7家）

地址

徐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青浦区徐泾镇诚爱路58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azy_1312@qq.com

5976015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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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ey20080707@hotmail.com

1229919109@qq.com
练塘镇文化体育指导中心

青浦区练塘镇文化路85号

59252627
白鹤镇文化体育指导中心

朱家角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青浦区朱家角镇河畔路49号

重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青浦区赵重公路3025号

华新镇文化体育指导中心

59747216

baihewenti@163.com

59747216

bhwtzx@163.com

59246251

shenying11@live.cn

59786873

leihui@163.com

59785234

1731359314@qq.com

59796110

342318445@qq.com

59794909-801

reyla@163.com

青浦区外青松公路2951号

青浦区华新镇新府中路1888号

575155723@qq.com
赵巷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青浦区赵华路507号

69751565

yangyixian0822@163.com

奉贤区
中心名称（8家）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南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南桥镇南星路333号

37596306

7484030@qq.com

金汇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金汇镇中心路8号

57483391 57485108

weiwei2003228@163.com

青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青村镇南明路58号

57567637

93119822@qq.com

柘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奉贤区柘林镇联业路859号

37528513

zyhtzyht@126.com
365992710@qq.com

庄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庄行镇新苑路8号

四团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四团镇新四平公路2089号

海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海湾镇星中路45号

57467162 、57467672

283206914@qq.com

57467162

415156088@qq.com

67530688

806863559@qq.com

57502120

syf1983@sohu.com

57502658

1808625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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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兰博路2828号

57512827

xjh12828@sina.com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59351039

GBZWUJIE@126.COM

崇明县
单位（18家）

地址

绿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嘉华路8号

zhao-pian2007@163.com
59650809
新村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geofnifeng@163.com

星村公路2128号

316303489@qq.com
三星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宏海公路4291号

城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陈路8弄19号

59603106

13501608237@163.com

69616331

cqzwgz@sina.com
cqzwgz@sina.com

港西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建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河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竖新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9671468

SY_710922@163.COM

59671531

cmgxzwgz@163.com

59331109

jsbeibei1008@163.com

59331008

327586957@qq.com

59681243

SHCMYHL@163.COM

59681053

a573004020@163.com

59481751

shuxinwgz@163.com

三双公路1573号

建星路108号

新开河路623号

团城公路1918号

shuxinwgz@163.com
59421162
堡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正大街118号

cmbzwgz@163.com
cmbzwgz@163.com

594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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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1329
港沿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GYZWGZ@163.COM

港沿公路1198号

fbq1961@163.com
中兴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69444244

zxzwgz4244@163.com

69444244

johnson86@163.com

56899390

Lzb3354@163.com

59667810

willing_you@hotmail.com

兴工路57号

横沙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环路57号

东平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大街北首

willing_you@hotmail.com
59655885
新海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shhuangjian@126.com

北沿公路3366号

455491299@qq.com
长兴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凤凰公路142号

56851839

526321570@qq.com

庙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剧场路8号

59362587

cj1705@163.com

向化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向中路62号

59441055

xhzwgz@126.com

陈家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裕国路388号

59431183

cjzwg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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