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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公安局律师远程视频会见预约方法

一、市第一、二、三看守所及监护医疗所

（一）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东城、西城、朝阳、海

淀分局 4个派出所，预约与市第一、二、三看守所及监护医疗所

的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二）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东城分局安定门外派出所 010-84081567

西城分局椿树派出所 010-63103665

朝阳分局太阳宫派出所 010-64290792

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010-82588279

注：随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及配套设施的优化完善，市局还

将进一步增加与市第一、二、三看守所及监护医疗所的律师远程

视频会见地点，并向社会公告。

二、各区公安分局

（一）东城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登记的方式，可以向东城公安分局 22
个派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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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直门派出所 010-84081554

安定门派出所 010-84081556

和平里派出所 010-84081555

北新桥派出所 010-84081553

崇文门派出所 010- 84081172

龙潭派出所 010-84081176

永外派出所 010-84081177

体育馆路派出所 010-84081174

前门派出所 010-84081175

朝阳门派出所 010-84081551

景山派出所 010-84081558

北京站派出所 010-84081568

东交民巷派出所 010-84081566

东四派出所 010-84081552

天坛派出所 010-84081173

东花市派出所 010-84081171

东华门派出所 010-84081559

建国门派出所 010-84081550

交道口派出所 010-84081557

前门大街派出所 010-84081178

王府井派出所 010-8408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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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广场派出所 010-84081569

（二）西城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西城公安分局 20 个派

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二龙路派出所 010-66010110

天宁寺派出所 010-63269506

西长安街派出所 010-83995942

广外派出所 010-63360000

牛街派出所 010-83992420

月坛派出所 010-68026897

丰盛派出所 010-66110237

西外派出所 010-68356373

地安门派出所 010-64044902

福绥境派出所 010-66517110

大栅栏派出所 010-63019929

厂桥派出所 010-66177606

阜外派出所 010-68352653

展览路派出所 010-68351158

德外派出所 010-620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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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内派出所 010-83103062

白纸坊派出所 010-63521234

陶然亭派出所 010-63532208

天桥派出所 010-83135077

西单派出所 010-66025050

（三）朝阳公安分局

通过微信搜索“律师会见”小程序，可以向朝阳公安分局执

法办案管理中心及小红门、六里屯、将台、东风、香河园、东坝、

呼家楼、八里庄、十八里店、大屯、劲松、亚运村、花家地、黑

庄户、金盏、三间房、孙河、常营 18个派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

会见。

操作程序：

1.点击微信程序界面右上角“搜索”按钮；

2.进入搜索界面后，选择“小程序”并搜索“律师会见”；

3.点击 “律师会见”小程序，进入操作界面。

4.进入小程序，先注册律师预约账户，输入添加律师姓名、

执业证号、身份证号及手机号等信息，进行注册后即可使用。

（四）海淀公安分局

通过微信公众号“海淀公安”中的“办事指南”模块，可以

向海淀分局北太平庄、东升、恩济庄、甘家口、海淀、花园路、

马连洼、青龙桥、清河、上地、上庄、曙光、双榆树、四季青、

苏家坨、田村、万寿路、温泉、西北旺、西三旗、西山、羊坊店、

永定路、永丰、中关村 25个派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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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程序：

1.点击微信程序界面右上角的“＋”，选择“添加朋友”；

2.在“添加朋友”界面选择“公众号”，搜索并关注“海淀公

安”微信公众号；

3.进入“海淀公安”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右下角“办事指南””，
并选择“律师会见”，进入操作界面；

4.点击进入程序，输入用户名、手机号、律师执业证编号等

信息，进行注册后即可使用。

（五）丰台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丰台公安分局 4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成寿寺派出所 010-87161908

太平桥派出所 010-63266301

卢沟桥派出所 010-83212207

朱家坟派出所 010-83876067

注：随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及配套设施的优化完善，分局还

将进一步增加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地点，并向社会公告。

（六）石景山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石景山公安分局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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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八宝山派出所 010-68652234

八角派出所 010-68873077

广宁派出所 010-88992177

金顶街派出所 010-88732328

老山派出所 010-88971590

鲁谷派出所 010-88682188

模式口派出所 010-68875574

苹果园派出所 010-68810495

五里坨派出所 010-88952410

新古城派出所 010-68873770

（七）门头沟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门头沟公安分局 5个派

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大峪派出所 010-69857914

月季园派出所 010-69857554

三家店派出所 010-6985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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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寺派出所 010-60862462

妙峰山派出所 010-61881737

（八）房山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房山公安分局 2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城关派出所 010-89329167

阎村派出所 010-89313020

注：随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及配套设施的优化完善，分局还

将进一步增加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地点，并向社会公告。

（九）通州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通州公安分局 2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永顺派出所 010-80882368

北苑派出所 010-60516960

注：随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及配套设施的优化完善，分局还

将进一步增加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地点，并向社会公告。

（十）顺义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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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顺义公安分局 22 个派

出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天竺派出所 010-80462362

后沙峪派出所 010-80496137

北石槽派出所 010-60421237

大孙各庄派出所 010-61432015

空港派出所 010-80491118

李遂派出所 010-89481985

张镇派出所 010-61480506

北务派出所 010-61421917

仁和派出所 010-69423472

胜利派出所 010-81482020

李桥派出所 010-89426119

南彩派出所 010-89477040

高丽营派出所 010-69455849

光明派出所 010-81491110

南法信派出所 010-69473379

马坡派出所 010-69401859

杨镇派出所 010-6145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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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小营派出所 010-60483192

牛栏山派出所 010-69411164

木林派出所 010-60456202

赵全营派出所 010-60442165

龙湾屯派出所 010-60462208

（十一）昌平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昌平公安分局 6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东小口派出所 010-84819916

龙园派出所 010-80755107

沙河派出所 010-60720543

昌平派出所 010-69742144

南邵派出所 010-60732197

小汤山派出所 010-61781296

注：随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及配套设施的优化完善，分局还

将进一步增加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地点，并向社会公告。

（十二）大兴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大兴公安分局 2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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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黄村派出所 010-61232120

红星派出所 010-87972540

注：随着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及配套设施的优化完善，分局还

将进一步增加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地点，并向社会公告。

（十三）怀柔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怀柔公安分局 1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庙城派出所 010-60692793

（十四）平谷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平谷公安分局执法办案

管理中心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010-69962846

（十五）密云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密云公安分局 2个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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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城关派出所 010-69042530

西滨河派出所 010-69086612

（十六）延庆公安分局

1.预约方式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的方式，可以向延庆公安分局 2个派出

所预约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2.预约地点及预约电话

预约地点 预约电话

延庆派出所 010-69103448

夏都派出所 010-6016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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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市公安局律师远程视频会见监督电话

一、对市看守所及监护医疗所律师远程会见监督电话

监管总队 010-87395146

二、对各分局律师远程会见监督电话

法制总队 010-65696066
东城分局 010-84081411
西城分局 010-83992660
朝阳分局 010-85904051
海淀分局 010-82588628
丰台分局 010-61646305
石景山分局 010-88788044
门头沟分局 010-61885720
房山分局 010-81339379
通州分局 010-81595661
顺义分局 010-60419611
昌平分局 010-80185593
大兴分局 010-61217491
怀柔分局 010-61697686
平谷分局 010-69961853
密云分局 010-89096619
延庆分局 010-8119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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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公安局律师远程会见相关规定

一、预约方式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实行预约制，律师可以提前两个工作日，

预约三个工作日的远程视频会见。预约时，可以任意选择向办案

单位所属分局具有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派出所或执法办案管理中

心申请会见。

律师可以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登记的方式向公安派出所或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预约远程视频会见，部分地区也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实现网上预约。预约时，需要律师姓名、

执业证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所属律师事务所名称、拟会见

时间和地点、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姓名、涉嫌罪名及

所处诉讼阶段等相关信息。

二、预约时间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时间为工作日，具体划分为四个时段，即

上午 9 时至 10 时、10 时至 11 时，下午 14 时至 15 时、15 时至

16时。律师会见时间最长可以连续两个小时。预约确认后，律师

应当在预约时间前 30 分钟到达预约的公安派出所办理会见前各

项准备工作，超过预约开始时间 10分钟仍未到达的，取消本次预

约。

为确保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工作有序进行，律师需取消远程视

频会见的，应当提前一个工作日申请；未经申请取消而不按预约

时间会见，一个月内再次申请远程视频会见的将不予安排；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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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累计三次取消预约，三个月内再次申请远程视频会见的将不

予安排。不予安排远程视频会见的，律师可以前往看守所会见。

三、会见范围

考虑到远程视频会见的特殊性，下列情形律师应前往看守所

会见，不适用远程视频会见：依法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会见的；

律师第一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

通晓汉语，需要翻译人员在场的；非本区看守所所属公安机关侦

办的；其他不适用远程视频会见的情形。

四、有关说明

（一）公安机关将在预约后第二个工作日向律师反馈预约情

况。

（二）预约确认后，律师在约定时间到达派出所办理会见登

记时，需提交律师执业证、身份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

法律援助公函，以及第一次会见时看守所出具的《律师远程视频

会见告知单》。

（三）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时，可以带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

律师助理需提交律师事务所证明和本人律师执业证或申请律师执

业人员实习证。

（四）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不被监听，公安机关应当关闭录音、

监听设备，且不派员在场。

（五）律师认为公安机关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

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

（六）律师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远程视频会见，并遵守

法律、法规、执业纪律及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安全管理有关规



- 15 -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