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品牌连锁企业资源库（2020年度）》公示名单

序号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属地（区） 企业  类型

1 便利店 北京创造蜂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号院20号楼1层102室 大兴区 民企

2 便利店 北京顶全便利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2号1号楼5层5001室 朝阳区 外资

3 便利店 北京供销益家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军杜路丙6号 顺义区 市（区）属国企

4 便利店 北京合盛牧耕连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昌平区小汤山镇常后路常兴庄鱼场东100米 昌平区 民企

5 便利店 北京合盛牧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平房（新村企业集中办公区） 丰台区 民企

6 便利店 北京合盛牧耕时代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下屯村东区188号2幢110室 延庆区 民企

7 便利店 北京邻鲜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1号物美慧科大厦 西城区 民企

8 便利店 北京去楼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五号院内32号内二层B226 朝阳区 港澳台法人独资

9 便利店 北京苏宁便利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融商六路1号2幢三层 通州区 民企

10 便利店 北京易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11号四幢一层126室 昌平区 民企

11 餐饮 北京半亩园快餐食品有限公司 海淀区双榆树西里11号 海淀区 外商投资

12 餐饮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金马工业园中路8号 门头沟区 民企

13 餐饮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4号特佳中心二层 东城区 市（区）属国企

14 餐饮 北京丰茂鸿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9号10号楼2层206室 海淀区 民企

15 餐饮 北京福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镇广渠东路98号菁英梦谷K2栋206室 门头沟 民企

16 餐饮 北京功德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大街7号 房山区 民企

17 餐饮 北京好适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街道办事处回龙观新城西区北门商业楼409号房 昌平区 民企

18 餐饮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0号华威大厦B1层 西城区 港澳台

19 餐饮 北京鸿巨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9号楼夹层 东城区 民企

20 餐饮 北京花家怡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35号 东城区 民企

21 餐饮 北京汇丰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6号1幢206-1室 大兴亦庄 民企

22 餐饮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南陈路南法信段29号院三层301 顺义区 民企

23 餐饮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实体运营店为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2号4层5(1)07-05/06/27*32/38号等 海淀区 民企

24 餐饮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院7号楼3层L316,L317,L318单元 朝阳区 民企

25 餐饮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西街77号 东城区 民企

26 餐饮 北京金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厦A座17层 海淀区 民企

27 餐饮 北京金咖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75号金创大厦9层 东城区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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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餐饮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6层 东城区 外资

29 餐饮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9号 大兴亦庄 民企

30 餐饮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00号工美大厦七层718室 东城区 外资

31 餐饮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1号八层8F-05号 西城区 民企

32 餐饮 北京美意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4号楼4-3内06号 朝阳区 民企

33 餐饮 北京哞哞小花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学府树家园二区7-1号至7-20号1层7-6 海淀区 民企

34 餐饮 北京奈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31号3层3F-20/21A/21B 西城区 民企

35 餐饮 北京胜利穆斯林文化园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中心街西侧 昌平区 民企

36 餐饮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大街15号 大兴区 民企

37 餐饮 北京市仿膳饭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1号 西城区 市（区）属国企

38 餐饮 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83号 西城区 市（区）属国企

39 餐饮 北京市四川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3号 西城区 市（区）属国企

40 餐饮 北京天水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街16号楼一层B号 朝阳区 港澳台

41 餐饮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金蝉西路甲一号B2-5号（一层） 朝阳区 民企

42 餐饮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科学园南路44号一楼大厅 海淀区 民企

43 餐饮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3号17层2010室 朝阳区 其他（私企）

44 餐饮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2号楼17层全层及18层1808房间 朝阳区 港澳台独资

45 餐饮 北京阳坊大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西贯市 昌平区 民企

46 餐饮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75号金创大厦二层 东城区 外资

47 餐饮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20号803室内 朝阳区 民企

48 餐饮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11号金泰国际大厦A座503 顺义区 外资

49 餐饮 马兰拉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9号 朝阳区 央企

50 餐饮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门店经营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久敬庄路世界之花假日广场4F-B-15等 西城区 外资

51 餐饮 奇点同舟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1号1层106号 海淀区 港澳台

52 餐饮 四季万嘉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8号华融大厦1-3层北侧区域 海淀区 民企

53 餐饮 旺顺阁（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88号6幢101 朝阳区 民企

54 餐饮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城区西河沿217号 西城区 市（区）属国企

55 餐饮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SOHO尚都南塔2701室 海淀区 外资

56 超市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小区第一粮店（邮局东侧）（双榆树东里15号）2层201-223、3层301-323、4层401-423 海淀区
市（区）属国企

57 超市 北京城乡一一八生活汇超市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美域家园北区3号楼1层101-12 丰台区 市（区）属国企

58 超市 北京妫川双信商城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东外大街26号 延庆区 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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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超市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小营村村委会东1200米院内201室 房山区 民企

60 超市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区新源街45号楼 朝阳区 市（区）属国企

61 超市 北京康依家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大街56号 门头沟区 民企

62 超市 北京铭辉联盟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顺义区木林镇孝德村光明街18号 顺义区 民企

63 超市 北京农福园商贸有限公司 房山区城关街道农林路1号4-C023 房山区 民企

64 超市 北京期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英才北三街16号院16号楼1106室 昌平区 民企

65 超市 北京市昌平新世纪商城 北京市昌平区城区镇鼓楼南大街17号 昌平区 市（区）属国企

66 超市 北京首航国力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丰台区东高地南街7号 丰台区 民营

67 超市 北京首航优购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博兴七街鹿海园一里20号 大兴区 民企

68 超市 北京顺天府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永安路20号 门头沟 民企

69 超市 北京四季优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6号(写字楼)1号楼9层1-7-2 海淀区 民企

70 超市 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朗琴国际大厦 西城区 央企

71 超市 北京新隆嘉京海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鼓楼南街东侧1幢1层 昌平区 民企

72 超市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大街东侧 石景山区 民企

73 超市 北京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大街东侧永辉超市一层W2号 石景山 民企

74 超市 华润超级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红领巾桥罗麦写字楼五层 通州区 市（区）属国企

75 超市 世纪易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 石景山区 民企

76 超市 王府井首航超市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博兴七街鹿海园一里20号二层 大兴区 其他（国有控股）

77 超市 未来生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西路27号1层113 海淀区 民企

78 超市 幸福荣耀（北京）超市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厢黄旗2号楼1层X05-7、X05-08 海淀区 民企

79 超市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3号院7号楼国峰时代写字楼一层107室 昌平区 外资

80 家电维修 北京乐桥燃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17、19、21号2幢6层602室 东城区 民企

81 家政服务 北京四通搬家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京奥家园322号楼1至2层103 朝阳区 民企

82 家政服务 北京爱侬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街4区405号甲楼2层 石景山区 民企

83 家政服务 北京诚信育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园三区12号楼5单元101 昌平区 民企

84 家政服务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东城区东中街9号东环广场北写字楼7F 东城区 民企

85 家政服务 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7号楼11层A-1201 丰台区 民企

86 家政服务 北京惠佳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6号8层D-902-3 西城区 民企

87 家政服务 北京家事无忧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于辛庄村西临一号赋腾创客中心C座3104室 石景山区 民企

88 家政服务 北京嘉乐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62号楼12层1206 朝阳区 民企

89 家政服务 北京今日东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北潞园小区北潞春家园C6号东侧20米 房山区 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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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家政服务 北京市惠佳丰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6号8层D-902-2 西城区 民企

91 家政服务 北京泰维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168号朗琴国际B座709 西城区 民企

92 家政服务 北京中青家政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京友公寓C1-101 朝阳区 民企

93 家政服务 叮当到家（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15号楼三层301室 东城区 民企

94 家政服务 金月时代（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紫芳园六区3号楼2层3单元222 丰台区 民企

95 家政服务 久优家政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搜宝商务中心2号楼2611 丰台区 民企

96 家政服务 清檬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13号院2号楼7层705 丰台区 民企

97 家政服务 三替集团北京三替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晨光家园306号楼4层402内4029-4031室 东城区 民企

98 家政服务 馨欣阳光（北京）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南街2号院4号楼8层908 石景山区 民企

99 美容美发 北京美锦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224号楼2层221-6 朝阳区 民企

100 美容美发 北京东方名剪美容美发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西街232号联宏大厦四层 丰台区 民企

101 美容美发 北京时尚殿堂美容美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3号4层0418室 朝阳区 民企

102 美容美发 北京四联美发美容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88号 东城区 市（区）属国企

103 美容美发 北京逸丝风尚美容美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4区1号楼 朝阳区 民企

104 美容美发 北京珍妮优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拱辰星园小区5号楼1层112－1号 房山区 民企

105 末端配送 北京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景盛南二街23号 朝阳区 民企

106 末端配送 北京跨越速递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金马工业园一街11号 顺义区 民企

107 末端配送 北京快行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路8号12幢201室（平房） 大兴区 民企

108 食品专业零售 北京桂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139号 西城区 区属国企

109 食品专业零售 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甲18号-505 西城区 区属国企

110 食品专业零售 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华路21号 顺义区 区属国企

111 蔬菜零售 北京宝宝爱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园208号3幢5层501内5102室 朝阳区 港澳台

112 蔬菜零售 北京不姜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叮咚买菜）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5-11号B2-C08 海淀区 民企

113 蔬菜零售 北京惠民智慧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科学城雨林空间 怀柔区 民企

114 蔬菜零售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7号楼08层801 朝阳区 港澳台

115 蔬菜零售 北京市佰佳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东关村良乡东路3号-1 房山区 民企

116 蔬菜零售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网络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潘家庙468号新发地国际水产城南 丰台区 民企

117 蔬菜零售 北京悠惠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西街69号东单菜市场二层 东城区 其他

118 蔬菜零售 北京志广益达农产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翠成馨园115号楼2层201 朝阳区 民企

119 蔬菜零售 善典时代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院内新发地农产品市场山西厅A313号 丰台区 民企

120 蔬菜零售 北京大农天下农产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天星街2号院7号楼104 房山区 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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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物业服务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城区东中街9号首层 东城区 民企

122 物业管理 北京睦合嘉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贸大厦A座2203 西城区 民企

123 物业管理 北京万方达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178号 西城区 区属国企

124 物业管理 北京众汇宜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甲183号 石景山区 市（区）属国企

125 物业管理 北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 朝阳区 民企

126 洗染 北京布瑞琳洗染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1号楼会所21号 朝阳区 民企

127 洗染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19号 西城区 外资

128 洗染 北京伊尔萨洗染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丁香园 西城区 民企

129 洗染 匠心工坊生活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丁香园 朝阳区 民企

130 洗染 蓝天泰润（北京）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南区鑫隅四街10号 通州区 民企

131 洗染 荣昌耀华网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丁香园 大兴区 民企

132 药品零售 北京诚安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东里 石景山区 民企

133 药品零售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147号2至4层102 西城区 央企

134 药品零售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白塔寺药店 北京市西城区阜内大街165号 西城区
市（区）属国企

135 药品零售 北京明和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东外大街61号 延庆区 民企

136 药品零售 北京仁德益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六环良官路收费站出口往西150米 房山区 民企

137 药品零售 北京市弘济药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北区5号楼配套公建101 石景山区 民企

138 药品零售 北京同仁堂崇文门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42号 东城区 市（区）属国企

139 药品零售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甲4号 西城区 市（区）属国企

140 药品零售 北京致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小营村村委会东1200米院内208室 房山区 民企

141 药品零售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2号2-22幢16层1915室、2-28幢22层2615室 丰台区 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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