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所名称 宗教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都昭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昭青路333号 715101087881389955

成都市龙潭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街道火神庙路108号 715101087686445675

崇州市读书台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王场镇大雨村 71510184052509845U

崇州西竺道院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三郎镇茶园村十四组 71510184MCU69141XJ

天官庙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三郎镇天国村 7151018476226837XX

上元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街子镇上元村 715101840753943908

白塔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道明镇四河村 71510184669668352J

九龙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三郎镇欢喜村 71510184684575007G

大悲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三江镇三江村 71510184075380124D

崇州市光严古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街子镇古寺村9组 715101846653092134

高山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公议乡花果山社区 715101846818291716

成都市崇州祖灵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崇州市怀远镇华严村 71510184698851957Y

永圣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崇庆北路 715101845849551417

天目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河社区 71510184684595462D

崇州市永辰街基督教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永辰街 715101840753922135

怀远余家沟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怀远镇龙潭村 71510184MCU493368A

正东街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正东街 71510184MCU491098X

元通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元通镇麒麟街 71510184MCU4933840

四川大邑鹤鸣山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鹤鸣乡鹤鸣街2号 715101296604720115

大邑县千圆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花水湾镇 715101297622594060

大邑县香炉山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鹤鸣乡永合村3组 715101295849649372

大邑县仙台山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青霞镇 715101295972689739

大邑县川王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川王村5组 71510129057495753H

成都市大邑县雾中山接王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雾山乡雾山村 715101295849509735

大邑县韩延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 715101295849774399

大邑县雾中山开化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雾山乡雾山村6组 715101297403440603

大邑县高堂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街办五童村 71510129C52821123W

大邑县慈云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沙渠镇 715101296845751628

大邑县璧山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 71510129669692889Y

大邑县烟霞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青霞镇 71510129686302838T

大邑县罗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合江3组 715101295510743214

大邑县白岩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金星乡白岩村 715101295849861916

大邑县天宫古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花水湾镇 71510129580015275Q

大邑县基督教晋原活动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街道西岭大道211-215号 71510129MCU597757P

第 1 页，共 9 页



场所名称 宗教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大邑县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街道 7151012956449072X3

都江堰市二王庙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都江堰景区 71510181582622458J

都江堰市青城山朝阳洞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18197904

都江堰市青城山园明宫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城村 71510181674309741X

都江堰市中兴九龙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中兴镇九龙村 71510181681819774E

都江堰市青城山飞仙观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1848655R

都江堰市城关八角庙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奎光路179号 715101816743018469

都江堰市青城山上清宫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上清宫道观 715101816845508978

都江堰市青城山太清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龙村 7151018168184382X8

都江堰市青城山全真观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4578291W

都江堰市青城山老君阁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6331583Q

都江堰市青城山玉清宫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景村 715101816743096882

都江堰市青城山天鹤观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4561262J

都江堰市青城山祖师殿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1845593C

都江堰市青城山镇药王山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 71510181681843774A

都江堰市青城山建福宫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69681557Y

都江堰市青城山天师洞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景区 71510181684550870G

都江堰市圆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蒲阳镇银杏村1组 71510181677177203Q

都江堰市青城后山白云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泰安社区 71510181MCU493202G

般若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蒲阳镇花溪村 715101816771558053

都江堰市宝山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龙池镇白沙社区 71510181MCU493210B

都江堰市崇义镇佛圣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崇义镇新华村 715101813429897440

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泰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古寺街69号 71510181677173827C

都江堰市青城天国山圆通禅林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大观镇麻岩村 71510181064331757Q

都江堰市普照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大观镇青峰路89号 71510181667557034C

都江堰市基督教荣光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新马路2号 715101816988681420

崇义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崇义镇大桥村 71510181MCU4932298

柳街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柳街镇五一村 71510181MCU49327XB

都江堰市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南街49号 71510181696285306H

简阳市卧龙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普安乡永明村6社 71510180MCU5012764

简阳市玉皇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宏缘乡驼柏村1社 71510180MCU501049Y

简阳市永兴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普安乡连山村5社 71510180MCU496809F

简阳市福寿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三葫村2社 71510180MCU501305F

简阳市弥陀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升阳村3组 7151018055820949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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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天宫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东溪镇桂林村7社 71510180MCU500767B

简阳市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新市镇民会村4组 7151018031457818XX

简阳市莲珠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雷家乡场镇 71510180MCU497406N

简阳市玉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五指乡建设村2社 71510180MCU497369G

简阳市千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云龙镇千佛村5社 71510180MCU4973263

简阳市太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周家乡艳丰村7社 71510180MCU497238L

简阳市古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窝乡古佛庵村1社 71510180MCU497123E

简阳市石灵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同合乡干石山村4社 71510180MCU49706XD

朝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东区董家埂乡深洞村10组 71510180MCU4703261

简阳市朝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节约村3社 715101803145677201

简阳市铁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青龙镇联合村6社 71510180MCU4970275

简阳市涌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涌泉镇场镇 71510180326986447Q

简阳市龙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泉镇场镇 71510180326941468T

简阳市河游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三合镇水磨村8社 715101803457505601

简阳市佛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丹景乡全案村2组 715101800898655876

简阳市白莲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云龙镇云峰山 71510180MCU501073F

简阳市德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金马镇栖木村8社 71510180MCU501081A

简阳市黑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望水乡黑水寺村6组 71510180553471160M

简阳市安乐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五合乡红旗村1组 71510180MCU501129J

简阳市佛缘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中心村3社 71510180MCU501233N

简阳市清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息乡清水村4社 71510180MCU501284Y

简阳市极乐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荷花村10社 71510180MCU501313A

简阳市普照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普安乡场镇 71510180553471160M

简阳市兴隆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贾家镇兴隆村3社 71510180MCU5013215

法雨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岔镇国兴村2组 71510180MCU4643051

简阳市玉临庵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武镇玉林村3社 71510180MCU4969486

简阳市禅龙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老龙乡朱家村5社 71510180MCU49693X6

简阳市蟠龙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镇金镇小湾村4社 71510180MCU4968923

简阳市百堰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云龙镇石塔村2社 71510180MCU496841T

简阳市真空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野猫村9社 71510180MCU4968255

简阳市忠心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青龙镇极乐村1社 71510180MCU49677XY

简阳市雷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钟镇石河村11组 715101805999827917

简阳市罗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泉镇长春村 71510180MCU496729U

简阳市坛罐乡同心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坛罐乡南埝村10社 71510180MCU49348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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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芦葭镇宝顶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芦葭镇乐民村 71510107MCU4704651

定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福田乡定水村 71510180MCU470350H

简阳市金山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棉丰村 71510180MCU5010302

佛鼓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东区玉成乡龙王庙村2社 71510107MCU46433XP

简阳市洪恩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马槽沟村4组 71510180MCU5010227

简阳市鱼骨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三元村8社 71510180326944300U

简阳市莲花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江源镇花照村3社 71510180MCU501014C

简阳市大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踏水镇中和村 71510180MCU501006H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老龙乡干家沟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老龙乡干家沟村四社 71510180MCU501161X

基督教草池教堂石板凳镇莲花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板凳镇莲花村5组 71510107MCU4643135

基督教草池教堂玉成乡场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玉成乡街上 71510107MCU4643210

基督教草池教堂福田乡大古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东区福田乡毛家场街上 71510107MCU464348P

高新区草池镇基督教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草池镇安顺街 71510180MCU470334U

高新区基督教草池教堂玉成乡三益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玉成乡三益村3组 71510180MCU4704305

高新区草池教堂草池镇八仙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草池镇八仙村4组 71510107MCU470481N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三星镇松明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三星镇井田乡松明7组 71510180MCU500804H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踏水镇夏家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踏水镇夏家8组 71510180MCU5008394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同合乡靛缸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同合乡靛缸4组 71510180MCU500855R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同合乡干石山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同合乡干石山村6组 71510180MCU500871F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养马镇荷花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荷花村10社 71510180MCU50088X7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周家乡天长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周家乡天长村5社 71510180MCU5008987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望水乡陈家庙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望水乡陈家庙村六社 71510180MCU500919P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窝窝店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窝窝店村9社 71510180MCU500935D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夏家湾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太平镇太平村2社 71510180MCU5009438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武庙乡油房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武庙综合市场内 71510180MCU5009513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灵仙乡灵仙庙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灵仙庙村7社 71510180MCU50096XT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壮溪乡光华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壮溪乡光华村8社 71510180MCU500978T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青龙镇学堂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青龙镇学堂1组 71510180MCU500986M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新星乡桐麻岭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三星镇新星乡前进7组 71510180MCU500994G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贾家镇中心西路380-382号 7151018031457359XH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绛溪北路4号 71510180579608700C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高明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贾家镇高明乡道堰村6社 71510180MCU501057R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玖隆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贾家镇新华村6社 71510180MCU501065L

简阳市基督教三合场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三合镇北街66号 71510180MCU50109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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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基督教三合场镇民安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民安村3组3号 71510180MCU501102T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板板桥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盘朝阳板板桥小区 71510180MCU501110M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镇金场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镇金镇居委会四社 71510180MCU501137D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镇金镇赵家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镇金镇赵家街上 71510180MCU5011458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石桥场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杨柳沟村 71510180MCU50117XM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石桥镇永爱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永爱村四社 71510180MCU501188M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望水乡太医沟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望水乡太医沟村九社 71510180MCU5012171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养马镇狮子岩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养马镇狮子岩村五社 71510180MCU501225U

简阳市基督教贾家教堂石盘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盘镇象鼻村3社 71510180MCU501241H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踏水镇柏林场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踏水镇柏林场镇 71510180MCU501292R

简阳市基督教崇光堂石钟镇五桂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钟镇五桂五社 71510180MCU501348W

简阳市基督教三星神恩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三星镇利民街 71510180560723573M

简城镇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镇建设西路 715101805676187257

成都市至真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凤凰山公园 71510106755958460L

金华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 715101067559685035

土桥清真上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土桥北街26号 715101063943871632

四川省金堂县云顶山慈云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金堂县淮口镇云顶村2组 71510121086658806K

四川省金堂县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杨柳桥社区第11居民小组 71510121327501886U

金堂县灵开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金堂县淮口镇天台村13组 71510121788115347Q

四川省金堂县三学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金堂县栖贤乡三学寺村 71510121332117985A

成都市金堂县白塔山瑞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瑞光社区 715101210866588491

金堂县基督教五凤福音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白凤街72号 7151012108667323X7

舒家湾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舒家湾村 71510121MCU4788973

金阳水景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金阳水景步行街112号 71510121MCU478803D

高板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金堂县高板镇天堂村 71510121MCU4785392

隆盛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金堂县隆盛镇泉水村 71510121MCU4788380

成都市大慈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慈寺路23号 715101047653557277

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四圣祠北街17号 71510104MCU5928761

成都市龙泉驿金龙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 715101126863279040

成都市龙泉驿石经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镇 71510112450849757U

成都市龙泉驿燃灯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 71510112788139808F

成都市龙泉驿区基督教礼拜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 71510112504236500J

彭州市天师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丹景村 71510182582632410U

彭州市阳平治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新兴镇阳平村 7151018273770806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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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鲁班庙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桂花镇丰乐社区 71510182577364626M

金山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隆丰镇金山村三组 71510182582305439G

葛仙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葛仙山镇武备村一组 7151018268181077X9

彭州市莲池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 715101825800495126

天池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石河村 71510182066950068P

彭州市龙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龙兴北街1号 7151018277452406X9

彭州市妙寂禅院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丽春镇庆兴塔子村 715101827900214032

彭州市接引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九峰村16社 71510182574601278B

佛应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九峰村14组 71510182MCU496614J

彭州市莲花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磁峰镇莲水村1组 71510182797836349Y

武显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丽春镇碧鸡村6组 71510182780102795T

彭州市佛山古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白塔村 715101827801366454

彭州市天台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通济镇筒西村四组 715101825800497070

彭州市慈济堂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繁江中路108号 71510182716075294B

彭州市三昧禅林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双松村 71510182777456541J

彭州市东远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致和镇东远村 71510182580049790K

彭州市铁瓦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小鱼洞镇中坝村 71510182580049774X

金城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新兴镇君山村 71510182MCU496497Q

彭州市清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6社 7151018278544628XA

龙门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 715101826604522647

彭州市九峰山海会堂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九峰村 71510182782697876L

三圣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桂花镇三圣村1组 715101826675831361

彭州市金华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丹景村 71510182780106964W

彭州市法藏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石洞埝社区 715101826796583269

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九峰村七组 71510182553556738H

彭州市东塔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濛阳镇东塔村2社 715101826936748241

彭州市弥陀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通济镇黄村 715101825800497663

彭州市净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丹景村 7151018258004974X8

彭州市净土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壁山村 7151018257225214XT

彭州市圣迹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丹景村9组 71510182577377128W

彭州市佛林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新兴镇街村 71510182580049731G

彭州市罗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丽春镇平桥村3组 71510182582632429Q

彭州市基督教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光明社区 71510182734820120K

白鹿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白鹿镇街村 7151018279781134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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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桑坝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马桑村3组 71510182797811344U

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金彭西路 715101825041845445

成都市郫都区中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 71510124679662608T

成都市郫都区竹隐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花园镇七里香村 715101243579587542

成都市郫都区护国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护国村 71510124358661807F

成都市郫都区平乐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平乐村 71510124768639127U

成都市郫都区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交通村 71510124C52822142T

成都市郫都区团结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永定村 71510124665320148J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西大街282号 71510124785423977P

蒲江县白鹤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了翁社区二组 71510131350585985K

蒲江县圆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圆觉村 715101316936657920

四川省蒲江县法华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九仙山 71510131562013540W

蒲江县黄宗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朝阳湖莲花山 715101316980158429

蒲江县石象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石象湖风景区 71510131C52821131K

蒲江县碧云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朝阳湖镇飞仙电站旁 715101315972833993

蒲江县基督教礼拜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13号附1号 715101315972819240

蒲江县天主教礼拜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刘石桥 71510131567167389N

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清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西街6号 715101130724331205

成都市青白江区寿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公园路20号附1号 715101137559934930

青白江区善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花园村14、17组 71510113MCU477835W

成都市青白江区清心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五桂二组 71510113679664099M

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上街民族路3号 71510113590219976H

成都市青羊区蜀汉广生宫古娘娘庙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马道街95号 71510105066968700H

成都市青羊宫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9号 715101077528006847

成都市爱道堂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通顺桥街34号 71510105765397070T

成都市文殊院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文殊院街66号 71510105740303760U

成都市金沙庵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灶君庙街56号 71510105788125115N

基督教上翔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19号（上翔街20号） 71510105358663183H

成都市平安桥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华门街25号 71510105MCU592868L

成都市皇城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小河街2号 71510105792198886H

真仙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宝林镇凤山村 71510183331934967G

鹤林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临邛街道办鹤鸣村5组 715101837774628534

雷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天台山镇天台山风景区内 71510183558987692M

迎祥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牟礼镇迎祥村5组 71510183797546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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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笋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高何镇何场村1组 71510183794941530F

磐陀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磐陀村 71510183592051951Q

兴福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火井镇兴福村 71510183782692709B

花置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临邛街道办磐陀村7组 71510183782697956N

高埂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高埂镇七里村 71510183MCU492701F

宝林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宝林镇凤山村 71510183MCU4927362

西街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西街 71510183MCU4927287

牟礼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牟礼镇龙凼村 71510183MCU49271X7

双流区万缘宫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华阳镇三江村五组 71510116564451157D

双流区大悲院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咀二社 71510116394233463C

成都天府新区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太平街道 71510116553563081Q

双流区永祚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 71510116062401475E

双流区黄龙溪镇镇江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 71510116092826538D

双流区应天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 71510116674310638F

双流区古龙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 715101160643227385

双流区大佛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 71510116730196244U

双流区潮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 71510116062403323U

天府新区大林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大林镇 71510116MCU5013562

天府新区二江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 71510116MCU501364W

成都市双流区基督教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 71510116689024415N

天府新区银家坝天主教堂 天主教 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镇 715101160697853606

成都市双流区天主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杨公村十组 71510116MCU597765P

成都市温江区白衣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洪江村二组 715101156771855888

温江区大乘院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道惠和村 71510115343060996J

成都市温江南岳明心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春江路社区春江北路98号 715101157280705707

成都市温江区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东巷子27号 71510115679681278J

成都市近慈精舍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剑南大道899号 71510107MCU464292L

万缘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 71510107MCU4936325

高新区清风乡天台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清风乡尊恭村15社 71510107MCU49351X1

高新区草池镇白马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草池镇白马村1社 71510107MCU493544N

成都市铁像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铁像寺街66号 71510107MCU493712Q

高新区基督教清风乡场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清风乡清风街 71510107MCU501372N

高新区基督教石板凳镇崖垫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板凳镇崖垫村7组 71510107MCU501380H

高新区基督教三岔镇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岔镇湖滨路西段 71510107MCU50139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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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基督教光音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888号 71510107MCU4935799

高新区基督教草池镇集体村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草池镇集体村4组 71510107MCU4936918

高新区基督教坛罐乡南堰村聚会点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东区贾家镇坛罐乡南堰村1社 71510107MCU4937631

成都市新都区弥陀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状元街171号 715101147436213260

成都市新都区观音阁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外西街60号 715101146743291016

成都市新都区泰辅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公毅村 715101146818252850

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宝光街81号 71510114450832947Q

成都市新都区龙桥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场镇社区 715101143215722029

成都市新都区白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柏水路314号 7151011466047915XG

成都市新都区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长龙社区 7151011467715575XU

成都市新都区清真寺 伊斯兰教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紫瑞街139号 715101144508329126

新津县老君山道观 道教（全真）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永商镇车灌村7组59号 715101326818489976

新津县先主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兴义镇先寺村8组 7151013258495195X5

新津县高祖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文井乡玉龙村1组1号 715101323320543987

新津县齐一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文武村1组220号 71510132350618548J

新津金花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安西镇安西村6组 715101320669770578

新津县白云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花源镇白云村柳河路1号 715101327479403773

新津乌尤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文峰村14组 71510132350495218H

新津县永兴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金花镇岳店村6组 71510132674341952K

新津县观音寺 佛教（汉语系）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永商镇宝桥村7组68号 71510132755957054N

新津县平岗福音堂 基督教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平岗路491号 7151013267434941XG

新津县安西镇天主教堂 天主教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安西镇安西村10组 7151013255108789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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