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點切割_日期及路段_2020年4月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
2020/4/9
星期四

西區 公益里、公益里、公德里 A0403 WD0707
中美街301號至349號、中美街302號至340號、中美街299巷2號至34號、中美街331巷1號至25號、中美街331巷2號至20號、中美街331巷2弄1號至7號、中美街331巷2弄2號至6號、公正路210
巷29號至47號、公正路210巷22號至46號、公益路一段191號至251號、華美街282號至332號

2
2020/4/9
星期四

西區 公益里、公益里、公德里 A0403 WD0708
公益路一段175號至189號、美村路一段142號至214號、美村路一段164巷1號至17號、美村路一段164巷2號至30號、美村路一段188巷1號至25號、美村路一段188巷2號至22號、公正路132號
至182號、公正路140巷2號至18號、公正路140巷1弄1號至11號、公正路140巷1弄2號至10號、公正路156巷1號至33號、公正路156巷2號至36號、公正路156巷1弄1號至5號、公正路156巷1弄
2號至6號、公正路156巷7弄1號至7號、公正路156巷7弄2號至6號、中美街258號至300號

3
2020/4/9
星期四

西區 公益里、公益里、公德里 A0403 WD0709
美村路一段173號至235號、公正路2號至130號、公益路一段125號至173號、公益路一段155巷1號至17號、英才路512號至534號、中興街141號至199號、中興六巷1號至35號、中興六巷2號至
36號、中興七巷1號至33號、中興七巷2號至18號、中興八巷1號至11號、中興八巷2號至24號

4
2020/4/16
星期四

西屯區 上石里 N1501 HT0407
上石路166號至204號、上石路171號至179號、上石路171號至205號、上石路181巷19號至29號、上石路181巷8號至12號、上石路182號至190號、上石路192號至208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
253號、西屯路2段249-9巷1弄1號至20號、西屯路2段249-9巷2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49-9巷3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249-12號、西屯路2段253巷1號至39號、西屯路2段253巷33
號至39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2巷1號至30號、青海路2段178號至240-8號、青海路2段188號至188號、青海路2段240-1號至240-5號

5
2020/4/16
星期四

西屯區 上石里 N1501 HT0408
上石路166號至204號、上石路171號至179號、上石路171號至205號、上石路181巷19號至29號、上石路181巷8號至12號、上石路182號至190號、上石路192號至208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
253號、西屯路2段249-9巷1弄1號至20號、西屯路2段249-9巷2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49-9巷3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249-12號、西屯路2段253巷1號至39號、西屯路2段253巷33
號至39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2巷1號至30號、青海路2段178號至240-8號、青海路2段188號至188號、青海路2段240-1號至240-5號

6
2020/4/16
星期四

西屯區 上石里 N1501 HT0409
上石路166號至204號、上石路171號至179號、上石路171號至205號、上石路181巷19號至29號、上石路181巷8號至12號、上石路182號至190號、上石路192號至208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
253號、西屯路2段249-9巷1弄1號至20號、西屯路2段249-9巷2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49-9巷3弄1號至12號、西屯路2段249號至249-12號、西屯路2段253巷1號至39號、西屯路2段253巷33
號至39號、西屯路2段上石南2巷1號至30號、青海路2段178號至240-8號、青海路2段188號至188號、青海路2段240-1號至240-5號

7
2020/4/17
星期五

南屯區 南屯里 A1802 NT0705

大墩四街567號至567號、五權西路2段597號至703號、五權西路2段625號至633號、五權西路2段658號至658-9998號、五權西路2段663號至667號、五權西路2段669號至687號、五權西路2段
687-1號至687-2號、五權西路2段692巷2號至40-9998號、文心南二路516號至528號、文昌街148號至154號、文昌街178號至178號、文昌街1號至165號、文昌街2號至178號、永春東一路825
號至897號、永春東一路837號至897號、安順東五街52弄1號至99號、昌明巷36號至86號、河南路4段493號至9999號、南屯路2段415巷16號至36號、南屯路2段493號至613號、南屯路2段501
號至503號、南屯路2段529號至529號、南屯路2段533號至533號、南屯路2段600號至860號、南屯路2段652號至652號、南屯路2段712號至712號2樓至4樓、南屯路2段820巷1號至22號、南
屯路2段860巷26號至26號、南屯路2段860巷28弄2號至12號、南屯路2段860巷30號至30號、南興巷2號至42號、惠中路3段94號至9999號、惠德街269號至357號、惠德街286號至372號、惠
德街360號至372號、惠德街370巷1號至9號、媽祖巷1號至8號、萬安街56號至122號、萬安街57號至119號、萬和路1段45號至99號、萬和路1段56號至230號、萬和路2段31-25號至31-40號、
萬美街1號至9999號、萬美街2號至9998號、黎明路1段1086巷23-1弄7號至9-1號、黎明路1段1102號至1152號、黎明路1段1121號至1209號

8
2020/4/17
星期五

南屯區 南屯里 A1802 NT0706

大墩四街567號至567號、五權西路2段597號至703號、五權西路2段625號至633號、五權西路2段658號至658-9998號、五權西路2段663號至667號、五權西路2段669號至687號、五權西路2段
687-1號至687-2號、五權西路2段692巷2號至40-9998號、文心南二路516號至528號、文昌街148號至154號、文昌街178號至178號、永春東一路837號至897號、安順東五街52弄1號至99號、
昌明巷36號至86號、河南路4段493號至9999號、南屯路2段415巷16號至36號、南屯路2段493號至613號、南屯路2段501號至503號、南屯路2段533號至533號、南屯路2段600號至860號、南
屯路2段652號至652號、南屯路2段712號至712號2樓至4樓、南屯路2段820巷1號至22號、南屯路2段860巷26號至26號、南興巷2號至42號、惠中路3段94號至9999號、惠德街269號至357
號、惠德街286號至372號、惠德街351號至357號、萬和路1段45號至99號、萬和路1段56號至230號、萬和路2段1號至43號、萬和路2段2號至38號、萬和路2段31-25號至31-40號、萬美街1號
至9999號、萬美街2號至9998號、黎明路1段1086巷23-1弄7號至9-1號、黎明路1段1102號至1152號、黎明路1段1121號至1209號、黎明路1段1157巷16號至16號、黎明路1段968號至1152
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28弄32號至36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2號至4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32號至4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42-1號至42-2號

9
2020/4/17
星期五

南屯區 南屯里 A1802 NT0707

五權西路2段663號至667號、五權西路2段669號至687號、五權西路2段687-1號至687-2號、五權西路2段692巷2號至40-9998號、文心南二路516號至528號、文昌街1號至165號、文昌街2號
至178號、永春東一路825號至897號、永春東一路837號至897號、安順東五街52弄1號至99號、昌明巷36號至86號、河南路4段493號至9999號、南屯路2段415巷16號至36號、南屯路2段493
號至613號、南屯路2段501號至503號、南屯路2段529號至529號、南屯路2段533號至533號、南屯路2段600號至860號、南屯路2段652號至652號、南屯路2段712號至712號2樓至4樓、南屯
路2段820巷1號至22號、南屯路2段860巷26號至26號、南屯路2段860巷28弄2號至12號、南屯路2段860巷30號至30號、南興巷2號至42號、惠中路3段94號至9999號、惠德街269號至357號、
惠德街286號至372號、惠德街351號至357號、惠德街359巷1號至8號、惠德街360號至372號、惠德街370巷1號至9號、媽祖巷1號至8號、萬安街56號至122號、萬安街57號至119號、萬和路1
段45號至99號、萬和路1段56號至230號、萬和路2段1號至43號、萬和路2段2號至38號、萬和路2段31-25號至31-40號、萬美街1號至9999號、萬美街2號至9998號、黎明路1段1086巷23-1弄7
號至9-1號、黎明路1段1102號至1152號、黎明路1段1121號至1209號、黎明路1段1157巷16號至16號、黎明路1段968號至115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28弄32號至36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2號至
4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32號至4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42-1號至42-2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10
2020/4/17
星期五

南屯區 南屯里 A1802 NT0708

大墩四街567號至567號、五權西路2段597號至703號、五權西路2段625號至633號、五權西路2段658號至658-9998號、五權西路2段663號至667號、五權西路2段669號至687號、五權西路2段
687-1號至687-2號、五權西路2段692巷2號至40-9998號、文心南二路516號至528號、文昌街148號至154號、文昌街178號至178號、文昌街1號至165號、文昌街2號至178號、永春東一路825
號至897號、永春東一路837號至897號、安順東五街52弄1號至99號、昌明巷36號至86號、河南路4段493號至9999號、南屯路2段415巷16號至36號、南屯路2段493號至613號、南屯路2段501
號至503號、南屯路2段529號至529號、南屯路2段533號至533號、南屯路2段600號至860號、南屯路2段652號至652號、南屯路2段712號至712號2樓至4樓、南屯路2段820巷1號至22號、南
屯路2段860巷26號至26號、南屯路2段860巷28弄2號至12號、南屯路2段860巷30號至30號、南興巷2號至42號、惠中路3段94號至9999號、惠德街269號至357號、惠德街286號至372號、惠
德街351號至357號、惠德街359巷1號至8號、惠德街360號至372號、惠德街370巷1號至9號、媽祖巷1號至8號、萬安街56號至122號、萬安街57號至119號、萬和路1段45號至99號、萬和路1
段56號至230號、萬和路2段1號至43號、萬和路2段2號至38號、萬和路2段31-25號至31-40號、萬美街1號至9999號、萬美街2號至9998號、黎明路1段1086巷23-1弄7號至9-1號、黎明路1段
1102號至1152號、黎明路1段1121號至1209號、黎明路1段1157巷16號至16號、黎明路1段968號至115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28弄32號至36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2號至42號、黎明路1段南興
巷32號至42號、黎明路1段南興巷42-1號至42-2號

11
2020/4/23
星期四

北屯區 和平里 D2402 PT1307

和祥三街1號至999號、和祥三街2號至1000號、和祥五街1號至159號、和祥五街2號至300號、和祥路1段1號至23號、和祥路1段2號至88號、和順路266號至368號、和順路401號至423號、和
福路107號至149號、和福路128號至136號、和福路166號至168號、和福路1號至235號、和福路228號至236號、和福路22號至48號、和福路26巷1號至12號、和福路2號至10號、和福路2號至
308號、和福路38巷1號至10號、東山路1段272號至272號、東山路1段272號至328-4號、東山路1段292號至292-1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8-1
號至126-1號、建和路2段219巷9號至17號、軍功東街1號至93-3號、軍功東街29號至39號、軍功東街2號至106號、軍功東街42號至50號、軍功東街86號至106號、軍功東街96巷1號至7號、軍
功東街96巷2號至26號、軍功路1段460號至752號、軍功路1段488號至49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40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578號、軍福九路410號至422、軍福九路550號至562號、軍福十一路
210號至382號、軍福十一路301號至451號、軍福十一路315號至321號、軍福十一路350巷1號至12號、軍福十一路439號至451號、軍福十七路1號至63號、軍福十七路26號至26號、軍福十七
路2號至78號、軍福十七路32號至52號、軍福十三路210號至218號、軍福十三路220號至240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337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403號、軍福十三路385號至391號、軍福十五
路312-1號至396號、軍福十五路319號至325號、軍福十六路326號至396-1號、軍福十六路327號至371號、軍福十六路343號至351號、軍福十六路347巷1號至10號、軍福十六路356號至356
號、軍福十六路362號至362號、軍福十六路364號至364號、軍福十路111號至133號、軍福十路1號至135號、軍福十路2號至90號、祥順西路3段236號至239號、環中東路2段266號至1000
號、環中東路2段333號至999號、環中東路2段389號至399號

12
2020/4/23
星期四

北屯區 和平里 D2402 PT1308

和祥五街2號至300號、和祥路1段1號至23號、和祥路1段2號至88號、和順路266號至368號、和順路401號至423號、和福路107號至149號、和福路128號至136號、和福路166號至168號、和
福路1號至235號、和福路228號至236號、和福路22號至48號、和福路26巷1號至12號、和福路2號至10號、和福路2號至308號、和福路38巷1號至10號、東山路1段272號至272號、東山路1段
272號至328-4號、東山路1段292號至292-1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8-1號至126-1號、建和路2段219巷9號至17號、軍功東街1號至93-3號、軍
功東街29號至39號、軍功東街2號至106號、軍功東街42號至50號、軍功東街86號至106號、軍功東街96巷1號至7號、軍功東街96巷2號至26號、軍功路1段460號至752號、軍功路1段488號至
49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40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578號、軍福九路410號至422、軍福九路550號至562號、軍福十一路210號至382號、軍福十一路301號至451號、軍福十一路315號至321
號、軍福十一路350巷1號至12號、軍福十一路439號至451號、軍福十七路1號至63號、軍福十七路26號至26號、軍福十七路2號至78號、軍福十七路32號至52號、軍福十二路1號至157號、軍
福十二路200號至220號、軍福十二路2號至222號、軍福十三路188號至300號、軍福十三路210號至218號、軍福十三路220號至240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337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403
號、軍福十三路385號至391號、軍福十五路312-1號至396號、軍福十五路319號至325號、軍福十六路326號至396-1號、軍福十六路327號至371號、軍福十六路343號至351號、軍福十六路
347巷1號至10號、軍福十六路356號至356號、軍福十六路362號至362號、軍福十六路364號至364號、軍福十路111號至133號、軍福十路1號至135號、軍福十路2號至90號、祥順西路3段236
號至239號、環中東路2段266號至1000號、環中東路2段333號至999號、環中東路2段389號至3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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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 和平里 D2402 PT1309

和祥三街1號至999號、和祥三街2號至1000號、和祥五街1號至159號、和祥五街2號至300號、和祥路1段1號至23號、和祥路1段2號至88號、和順路266號至368號、和順路401號至423號、和
福路107號至149號、和福路128號至136號、和福路166號至168號、和福路1號至235號、和福路228號至236號、和福路22號至48號、和福路26巷1號至12號、和福路2號至10號、和福路2號至
308號、和福路38巷1號至10號、東山路1段272號至272號、東山路1段272號至328-4號、東山路1段292號至292-1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8-1號至126-1號、建和路2段
219巷9號至17號、軍功東街1號至93-3號、軍功東街2號至106號、軍功東街42號至50號、軍功東街86號至106號、軍功東街96巷1號至7號、軍功東街96巷2號至26號、軍功路1段460號至752
號、軍功路1段488號至49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40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578號、軍福九路410號至422、軍福九路550號至562號、軍福十一路210號至382號、軍福十一路301號至451號、軍
福十一路315號至321號、軍福十一路350巷1號至12號、軍福十一路439號至451號、軍福十七路26號至26號、軍福十七路2號至78號、軍福十七路32號至52號、軍福十二路1號至157號、軍福
十二路200號至220號、軍福十二路2號至222號、軍福十三路188號至300號、軍福十三路210號至218號、軍福十三路220號至240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337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403號、
軍福十三路385號至391號、軍福十五路312-1號至396號、軍福十五路319號至325號、軍福十六路326號至396-1號、軍福十六路327號至371號、軍福十六路343號至351號、軍福十六路347巷
1號至10號、軍福十六路356號至356號、軍福十六路362號至362號、軍福十六路364號至364號、軍福十路111號至133號、軍福十路1號至135號、軍福十路2號至90號、祥順西路3段236號至
239號、環中東路2段266號至1000號、環中東路2段333號至999號、環中東路2段389號至3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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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 和平里 D2402 PT1310

和祥三街2號至1000號、和祥五街1號至159號、和祥五街2號至300號、和祥路1段2號至88號、和順路266號至368號、和順路401號至423號、和福路107號至149號、和福路128號至136號、和
福路166號至168號、和福路1號至235號、和福路228號至236號、和福路22號至48號、和福路26巷1號至12號、和福路2號至10號、和福路2號至308號、和福路38巷1號至10號、東山路1段272
號至272號、東山路1段272號至328-4號、東山路1段292號至292-1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1號至107號、建和路2段108-1號至126-1號、建和路2段219巷9號至17號、軍功
東街1號至93-3號、軍功東街29號至39號、軍功東街2號至106號、軍功東街42號至50號、軍功東街86號至106號、軍功東街96巷1號至7號、軍功東街96巷2號至26號、軍功路1段460號至752
號、軍功路1段488號至49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408號、軍福九路380號至578號、軍福九路410號至422、軍福九路550號至562號、軍福十一路210號至382號、軍福十一路301號至451號、軍
福十一路315號至321號、軍福十一路350巷1號至12號、軍福十一路439號至451號、軍福十七路1號至63號、軍福十七路26號至26號、軍福十七路2號至78號、軍福十七路32號至52號、軍福十
二路1號至157號、軍福十二路200號至220號、軍福十二路2號至222號、軍福十三路188號至300號、軍福十三路210號至218號、軍福十三路220號至240號、軍福十三路313號至337號、軍福十
三路313號至403號、軍福十三路385號至391號、軍福十五路312-1號至396號、軍福十五路319號至325號、軍福十六路326號至396-1號、軍福十六路327號至371號、軍福十六路343號至351
號、軍福十六路347巷1號至10號、軍福十六路356號至356號、軍福十六路362號至362號、軍福十六路364號至364號、軍福十路111號至133號、軍福十路1號至135號、軍福十路2號至90號、
祥順西路3段236號至239號、環中東路2段266號至1000號、環中東路2段333號至999號、環中東路2段389號至399號



序 預計施工日期 行政區 村里 原光點 新增光點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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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 協和里 B2304 HT2011

工業三十八路150號至150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2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3號至155號、工業三十八路158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號至21號、工業三十八
路160號至160號、工業三十八路162號至176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2號至2-12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169-1號至169-12、工業三
十八路169號至171號、工業三十八路171-1號至171-12號、工業三十八路182號至182號、工業三十八路186號至196號、工業三十八路1號至306號、工業三十八路23號至23號、工業三十八路
31號至37號、工業三十八路32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號至5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16號至
2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2號至1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36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48號至50號、工業三十八路52號至68號、工業三十八路70號至70號、工業三十八路78號至78號、工業三十
八路82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83巷12弄15號至15號、工業三十八路84巷13號至41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32號至42號、工業三十八路88號至90號、工業三十
八路89號至89號、工業三十八路97號至113號、順和一街115號至115號、順和一街121號至121號、順和一街179號至183號、順和一街1號至181號、順和一街21號至35號、順和一街59號至63
號、順和一街65號至65號、順和一街97號至97號、順和七街1號至5號、順和七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30號至38號、順和七街40號至40號、順
和七街60號至68號、順和九街141號至143號、順和九街1號至9999號、順和九街83號至83號、順和九街87號至87號、順和九街89號至89號、順和二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二街21號至29號、順
和二街31號至41號、順和二街48號至48號、順和八街18號至40號、順和八街1號至5號、順和八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10號至10號、順和三街12號至12號、順和三街17號至29號、順和三街
1號至11號、順和三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20號至20號、順和三街2號至2號、順和三街39號至39號、順和三街86號至88號、順和三街87號至89號、順和五街18號至42號、順和五街1號至
9999號、順和五街25號至25號、順和五街29號至43號、順和六街18號至18號、順和六街1號至99號、順和六街2號至2號、順和六街41號至63號、順和四街1號至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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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西屯區 協和里 B2304 HT2012

工業一路121號至133號、工業一路128號至132號、工業二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二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二十八路1號至447號、工業二十八路2號至406號、工業二十八路449號至499號、
工業二十八路501號至501號、工業二十八路503號至599號、工業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七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七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二
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三路1號至999號、工業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六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四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
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十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七路17號至57號、工業三十七路18號至24號、工業三十七路1號至16號、工業三十七路26
號至42號、工業三十七路46號至50號、工業三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九路52號至52號、工業三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八路101
巷1號至9999號、工業三十八路129號至143號、工業三十八路146巷11號至1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3號至31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28號至40號、工業三十
八路148巷33號至33號、工業三十八路150號至150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2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3號至155號、工業三十八路158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
15號至21號、工業三十八路160號至160號、工業三十八路162號至176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2號至2-12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
169-1號至169-12、工業三十八路169號至171號、工業三十八路171-1號至171-12號、工業三十八路182號至182號、工業三十八路186號至196號、工業三十八路1號至306號、工業三十八路23
號至23號、工業三十八路31號至37號、工業三十八路32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號至5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6號至10號、
工業三十八路40巷16號至2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2號至1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6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48號至50號、工業三十八路52號至68號、工業三十八路70號至70號、工業三十八
路78號至78號、工業三十八路82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83巷12弄15號至15號、工業三十八路84巷13號至41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32號至42號、工業三十八
路88號至90號、工業三十八路89號至89號、工業三十八路97號至113號、工業三十三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三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六
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四路1號至99-999號、工業三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二路1
號至99號、工業四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路2號至88號、向上路5段1069-1號至1069-1號、科雅東路9號至9-999號、順和一街115號至115號、順和一街121號至
121號、順和一街179號至183號、順和一街1號至181號、順和一街21號至35號、順和一街59號至63號、順和一街65號至65號、順和一街97號至97號、順和七街1號至5號、順和七街1號至9999
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30號至38號、順和七街40號至40號、順和七街60號至68號、順和九街141號至143號、順和九街1號至9999號、順和九街83號至83
號、順和九街87號至87號、順和九街89號至89號、順和二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二街21號至29號、順和二街31號至41號、順和二街48號至48號、順和八街18號至40號、順和八街1號至5號、順
和八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10號至10號、順和三街12號至12號、順和三街17號至29號、順和三街1號至11號、順和三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20號至20號、順和三街2號至2號、順和三街
39號至39號、順和三街86號至88號、順和三街87號至89號、順和五街18號至42號、順和五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五街25號至25號、順和五街29號至43號、順和六街18號至18號、順和六街1號
至99號、順和六街2號至2號、順和六街41號至63號、順和四街1號至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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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 協和里 B2304 HT2013

工業一路121號至133號、工業一路128號至132號、工業二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二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二十八路1號至447號、工業二十八路2號至406號、工業二十八路449號至499號、
工業二十八路501號至501號、工業二十八路503號至599號、工業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七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七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二
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三路1號至999號、工業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六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四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
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十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七路17號至57號、工業三十七路18號至24號、工業三十七路1號至16號、工業三十七路26
號至42號、工業三十七路46號至50號、工業三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九路52號至52號、工業三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八路101
巷1號至9999號、工業三十八路129號至143號、工業三十八路146巷11號至1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3號至31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28號至40號、工業三十
八路148巷33號至33號、工業三十八路150號至150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2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3號至155號、工業三十八路158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
15號至21號、工業三十八路160號至160號、工業三十八路162號至176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2號至2-12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
169-1號至169-12、工業三十八路169號至171號、工業三十八路171-1號至171-12號、工業三十八路182號至182號、工業三十八路186號至196號、工業三十八路1號至306號、工業三十八路23
號至23號、工業三十八路31號至37號、工業三十八路32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號至5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6號至10號、
工業三十八路40巷16號至2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2號至1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6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48號至50號、工業三十八路52號至68號、工業三十八路70號至70號、工業三十八
路78號至78號、工業三十八路82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83巷12弄15號至15號、工業三十八路84巷13號至41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32號至42號、工業三十八
路88號至90號、工業三十八路89號至89號、工業三十八路97號至113號、工業三十三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三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六
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四路1號至99-999號、工業三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二路1
號至99號、工業四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路2號至88號、向上路5段1069-1號至1069-1號、科雅東路9號至9-999號、順和一街115號至115號、順和一街121號至
121號、順和一街179號至183號、順和一街1號至181號、順和一街21號至35號、順和一街59號至63號、順和一街65號至65號、順和一街97號至97號、順和七街1號至5號、順和七街1號至9999
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30號至38號、順和七街40號至40號、順和七街60號至68號、順和九街141號至143號、順和九街1號至9999號、順和九街83號至83
號、順和九街87號至87號、順和九街89號至89號、順和二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二街21號至29號、順和二街31號至41號、順和二街48號至48號、順和八街18號至40號、順和八街1號至5號、順
和八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10號至10號、順和三街12號至12號、順和三街17號至29號、順和三街1號至11號、順和三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20號至20號、順和三街2號至2號、順和三街
39號至39號、順和三街86號至88號、順和三街87號至89號、順和五街18號至42號、順和五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五街25號至25號、順和五街29號至43號、順和六街18號至18號、順和六街1號
至99號、順和六街2號至2號、順和六街41號至63號、順和四街1號至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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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一路121號至133號、工業一路128號至132號、工業二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二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二十八路1號至447號、工業二十八路2號至406號、工業二十八路449號至499號、
工業二十八路501號至501號、工業二十八路503號至599號、工業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七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七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二
路2號至88號、工業十三路1號至999號、工業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六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四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
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十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七路17號至57號、工業三十七路18號至24號、工業三十七路1號至16號、工業三十七路26
號至42號、工業三十七路46號至50號、工業三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九路52號至52號、工業三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八路101
巷1號至9999號、工業三十八路129號至143號、工業三十八路146巷11號至1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3號至31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28號至40號、工業三十
八路148巷33號至33號、工業三十八路150號至150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2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3號至155號、工業三十八路158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
15號至21號、工業三十八路160號至160號、工業三十八路162號至176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2號至2-12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
182號至182號、工業三十八路186號至196號、工業三十八路1號至306號、工業三十八路23號至23號、工業三十八路31號至37號、工業三十八路32號至36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13號至17號、
工業三十八路38巷1號至5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38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16號至2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2號至12號、工業三十八路40巷6號至36號、工業
三十八路48號至50號、工業三十八路52號至68號、工業三十八路70號至70號、工業三十八路78號至78號、工業三十八路82巷2號至2號、工業三十八路83巷12弄15號至15號、工業三十八路84
巷13號至41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32號至42號、工業三十八路88號至90號、工業三十八路89號至89號、工業三十八路97號至113號、工業三十三路1號至99號、
工業三十三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六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四路1號至99-999號、工業三十四路2號至88號、
工業三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路2號至88號、向上路5段
1069-1號至1069-1號、科雅東路9號至9-999號、順和一街115號至115號、順和一街121號至121號、順和一街179號至183號、順和一街1號至181號、順和一街21號至35號、順和一街59號至
63號、順和一街65號至65號、順和一街97號至97號、順和七街1號至5號、順和七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30號至38號、順和七街40號至40
號、順和七街60號至68號、順和九街141號至143號、順和九街1號至9999號、順和九街83號至83號、順和九街87號至87號、順和九街89號至89號、順和二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二街21號至29
號、順和二街31號至41號、順和二街48號至48號、順和八街18號至40號、順和八街1號至5號、順和八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10號至10號、順和三街12號至12號、順和三街17號至29號、順
和三街1號至11號、順和三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20號至20號、順和三街2號至2號、順和三街39號至39號、順和三街86號至88號、順和三街87號至89號、順和五街18號至42號、順和五街1
號至9999號、順和五街25號至25號、順和五街29號至43號、順和六街18號至18號、順和六街1號至99號、順和六街2號至2號、順和六街41號至63號、順和四街1號至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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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一路121號至133號、工業一路128號至132號、工業二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二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二十八路1號至447號、工業二十八路2號至406號、工業二十八路449號至499號、
工業二十八路501號至501號、工業二十八路503號至599號、工業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六路2號至88號、工業十四路1號至99號、工業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十路2
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七路17號至57號、工業三十七路18號至24號、工業三十七路1號至16號、工業三十七路26號至42號、工業三十七路46
號至50號、工業三十九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九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九路52號至52號、工業三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二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八路101巷1號至9999號、工業三十
八路129號至143號、工業三十八路146巷11號至1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3號至31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28號至40號、工業三十八路148巷33號至33號、工
業三十八路150號至150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2號、工業三十八路152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3號至155號、工業三十八路158號至158號、工業三十八路15號至21號、工業三十八路
160號至160號、工業三十八路162號至176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13號至17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2號至2-12號、工業三十八路167巷6號至10號、工業三十八路169-1號至169-12、工業三十
八路169號至171號、工業三十八路171-1號至171-12號、工業三十八路182號至182號、工業三十八路186號至196號、工業三十八路1號至306號、工業三十八路23號至23號、工業三十八路31
號至37號、工業三十八路83巷12弄15號至15號、工業三十八路84巷13號至41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1號至3號、工業三十八路86巷32號至42號、工業三十八路88號至90號、工業三十八路89號
至89號、工業三十八路97號至113號、工業三十三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三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五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五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六路1號至99號、工業三十六路2號至
88號、工業三十四路1號至99-999號、工業三十四路2號至88號、工業三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一路2號至88號、工業四十二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二路2號至88
號、工業四十路1號至99號、工業四十路2號至88號、向上路5段1069-1號至1069-1號、科雅東路9號至9-999號、順和一街115號至115號、順和一街121號至121號、順和一街179號至183號、
順和一街1號至181號、順和一街21號至35號、順和一街59號至63號、順和一街65號至65號、順和一街97號至97號、順和七街1號至5號、順和七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七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
街29號至29號、順和七街30號至38號、順和七街40號至40號、順和七街60號至68號、順和九街141號至143號、順和九街1號至9999號、順和九街83號至83號、順和九街87號至87號、順和九
街89號至89號、順和二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二街21號至29號、順和二街31號至41號、順和二街48號至48號、順和八街18號至40號、順和八街1號至5號、順和八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10
號至10號、順和三街12號至12號、順和三街17號至29號、順和三街1號至11號、順和三街1號至9999號、順和三街20號至20號、順和三街2號至2號、順和三街39號至39號、順和三街86號至88
號、順和三街87號至89號、順和五街18號至42號、順和五街1號至9999號、順和五街25號至25號、順和五街29號至43號、順和六街18號至1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