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0

2017—2020年度首都文明商户

复查保留名单

(578家)

　　东城区:北京工美集团王府井工美大厦、东城区王府井食品商

场、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北京国粹丝绸有限公司、北京东来顺集

团王府井饭庄、北京中影恒乐新世纪影院有限公司、王府井李宁旗

舰店、外文书店、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吴裕泰茶业王

府井店、北京好佳奇科技广场有限公司、王府井集团东安市场、北

京市圣雅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王府井懋隆店、北京全聚德王府

井店、北京盛锡福帽业有限责任公司、小大董(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新东安分公司、北京神州四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王府井分公

司、北京永安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百草药店、北京中国照相馆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四联美发美容有限责任公司、迈克尔高司商贸

(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新东安店、历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东方广

场店、上海瑞表钟表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分公司、王府井丹耀

李宁店、施华洛世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利生体

育商厦、北京锐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大董烤鸭店有限

公司、俏江南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广场店、南京大饭店(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和平宾馆有限公司、上海禄泰实业有限公司北京新安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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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分公司、北京爱步商贸有限公司百货大楼店、巨峰鸟(北京)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新东安店、崇文门饭店、新世界商场、国瑞城购物中

心、合景.摩方崇外店、北京兴东鄂尔多斯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典当

行新城文化大厦店、北京农商银行崇文门支行、红馆旗袍店、

Barblu闲、北京轻松空间饮品店、东兴楼簋街店、胡大总店、盛世

彩逸、辣庄簋街店、嘉陵楼馋嘴城、红宝鼎南锣鼓巷店、北平咖啡南

锣鼓巷店、京扇平南锣鼓巷店、创可贴8南锣鼓巷店、景泰蓝南锣

鼓巷店、北京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

APM 餐厅、北京花家怡园金宝餐饮有限公司、北京经典罗莱经贸

有限责任公司百货大楼专柜、上海瑞士表钟表贸易公司北京东城

分公司东方广场店、北京市亨得利瑞士钟表有限责任公司百货大

楼专柜、北京老铺黄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广场店、北京市麦当

劳食品有限公司新王府井餐厅、北京全聚德前门店、便宜坊鲜鱼口

店、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前门店、杜莎夫人展览(北京)有

限公司东城分公司、华韵艺轩、丰泽园饭庄王府井店、海澜之家王

府井店、小南国东方广场店、海碗居王府井百货店、雅诗兰黛王府

井apm 店、苹果 APPLE王府井apm 店、蔚来汽车东方广场店、

NBA北京旗舰店、乐高北京王府井店、京兆尹、I.F店铺、惠量小

院、加简、丰年陶坊、青花的记忆、花开素食东直门店、聚点串吧簋

街店、聚福源簋街店、兰溪小馆簋街店、吴裕泰前门大街店、漫心酒

店前门四合院店、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广誉远前门店、同仁

堂药店、北京搜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华联咖世家崇外店、桔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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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酒店崇文门店、肯德基磁器口店、吴裕泰新成文化大厦店、味多

美磁器口店、老北京炸酱面大王崇文门总店、百货大楼和府捞面、

王府中环义和小馆、银泰in88眉州东坡、银泰in88小吊梨汤、北京

柠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喜小胖)、北京悦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悦真雅苑)、北京迷提香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胡大饭馆三店、

肯德基北新桥、通乐总店、小龙坎老火锅、奇门涮肉坊、姚记炒肝、

欧也CAFE-BAR、花家怡园四合院店、北京市成源儒贸易有限

公司、谢馥春(北京)化妆品有限公司、北京福瑞缘文化有限公司前

门分公司、北京利天名业农副产品市场有限公司、北京市新华书店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花市书店、北京花家怡园餐饮有限公司、西西弗

书店、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崇文门分公司

西城区:北京星月轩餐饮有限公司、北京百姓阳光大药房有限

公司、北京翔达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北京御茶国饮茶业有限公

司、居仁堂京瓷(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聚德烤肉宛饭庄、王府井集团北京长安商场有限责任公司(超市)、

北京万方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

司菜市口营业厅、北京同和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聚德华天控股有

限公司北京烤肉季饭庄、北京易德诚商贸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邮政支局、北京鹤年堂中医院、北京

金石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楚畹园饮食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单商场、北京金源千业超市有限公司白纸坊

店、北京物美京门商贸有限公司白纸坊店、北京宝源南口涮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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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春园饭店、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宣武店、伊豆野

菜村(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一分公司、北京羲和小馆餐

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树街)、北京

骏景凯逸酒家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

司金融街营业厅、北京庆福森餐饮中心、北京万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誉天下海鲜大酒楼、北京情满为家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惟楚湘君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菜市

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多灵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东兴楼

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广安门内餐饮分店、北京赵登禹路百

叶居餐厅、陶然亭晨晨美容美发店、清华池浴池、北京升源兴旺商

贸有限公司(大和恒)、北京天辰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北京老五四季涮肉有限公司菜市口分公司、北京菜市口百货股

份有限公司西单首饰店、北京西亨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西单大

悦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宝盛道吉(北京)

贸易有限公司第二十分店、北京汇仁商贸有限公司西城分店、北京

壹美炫动贸易有限公司西城销售分公司、北京崇德商贸有限公司

第一百七十七分公司、高跟73小时汉光百货店、北京二商茶叶西

单店、北京市富安娜家居西单购物中心店、北京华远西单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宝盛道吉149分店、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

城第二分公司、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店、百丽西单

商场店、北京米斯特比萨西单分店、江边城外汉光百货店、北京森

马服饰有限公司西单明珠店、乐颂100西单老佛爷百货店、鹿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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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商场店、添柏岚汉光百货店、潘多拉珠宝设计(北京)有限公司君

太店、西单金象大药房、皮尔卡丹西单商场店、安踏北京华远购物

中心西单店、张家港保税区大德新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西单商场

店、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一店、北京易大时尚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分公司、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有

限责任公司西单北大街分店、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西单

店、北京裕泰祥和茶业有限公司、北京新世纪硅谷贸易有限公司西

城西单分公司、北京喜威餐饮中心、IN美甲沙龙西单店、北京星巴

克咖啡有限公司西单北大街咖啡店、彩盈储贤商贸(北京)有限公

司(it)、上海斐毡商贸西单店(MR.MARSON马丁)、北京恒信凯

特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老佛爷店(IDO)、北京时恩利时尚文化有限

公司(ShineLi)、敬秋王(北京)服装有限公司(MEET MIMIQ)、

西单购物中心烟酒组、西单购物中心黄金组、上海老凤祥西单购物

中心店、北京中友友谊金行有限公司、珠海罗西尼表业西单购物中

心店、无锡红豆居家服饰西单购物中心店、北京全聚德仿膳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彩盈储贤(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君太店、爱慕君太百货

店、哥弟君太百货店、北京格雷时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麦当劳食

品有限公司西单华威餐厅、王府井集团北京长安商场有限责任公

司西城分公司(王府井购物中心右安门店)、北京翔达南来顺饭庄

有限公司、一得阁、北京泰文楼文化有限公司、戴月轩琉璃厂西街

店、北京清秘阁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六必居酱园、

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仁堂药店、北京瑞蚨祥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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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大栅栏书店、

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大栅栏晨光店、北京保利永兴影城有

限公司、誉都思建筑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前门酒店分公司、北京星

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北京张一元茶叶有

限责任公司茶庄、北京正兴德茶叶有限公司第八茶庄、宜城厚商贸

有限公司、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北京大碗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戴月轩湖笔徽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丰泽园饭庄有限公司、智

能方(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一商批发配送中心马连道茶

城、北京天月盛世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盖香茶叶有限公司(盖

香名茶)、北京市祥园茗品茶叶有限公司(祥园茗品)、昌德号(北

京)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昌德号茗茶)、北京金乐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牛街清真超市有限公司、北京华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北京富华斋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北京惠丰酒家门钉肉饼店(惠丰门

钉肉饼)(原合义斋)、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小吃店

(护国寺小吃总店)、北京世纪黄山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骑

士顺达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四川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新华

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四书店、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九龙朝餐饮有限公司(东来顺)、北京仁生堂医药有限公司、北

京稻香村月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正达凯旋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朝阳区:华彩商业中心、京客隆甜水园店、京客隆酒仙桥店、三

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蓝岛大厦、北京燃气第三分公司垡头社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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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北京劲松口腔医院枣营口腔门诊部、新世界百货彩旋店、

旺顺阁鱼头泡饼大望路店、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名剪

团结湖店、吴裕泰十里堡店、北京楚水邵阳装饰材料经营部、京客

隆星火西路店、京客隆针织路店、金鼎轩酒楼团结湖店、北京燕莎

友谊商城、链家地产合生国际店、北京杏林春天医药有限公司、金

旭市场、鸿雅食府、东来顺饭庄十八里店、北京宝佳宝东来顺饭庄

金泉广场店、果蔬好生活超市东湖店、北京拜博拜尔金台路口腔门

诊部、北京长虹医院、中国工商银行望京科技园支行、北京SKP购

物中心、未来汇购物中心、北京眉州东坡酒楼团结湖店、北京芝麻

花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快乐蜂连锁商业天泽路店、蓝色港湾有限公

司、北京市福润众生大药房十六分店、北京居然之家十里河家居建

材市场、北京市松榆东里综合市场中心、北京京盛源酒楼、中国建

设银行南十里居支行、吃游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春风习习

三里屯店、北京唐人祥商贸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中国木偶艺术剧

院、华夏银行十里堡支行、北京揽月斋金土地餐饮有限公司、眉州

东坡酒楼东坝店、中国邮政垡头邮政支局、中国建设银行顺源里支

行、浙商银行朝阳支行、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垡头店、北

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分店、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都机场店、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达路

店、北京大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红星美凯龙环球(北京)家具建材

广场有限公司、北京德克莱蒂百货店、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林翠东路分公司、北京阳光温特莱酒店有限公司、北京京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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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京客隆京源店、北京日坛宾馆、北京京客

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坝河店

海淀区:亮甲店菜市场、美好八里庄3号店、超市发玲珑路店、

超市发定慧西里店、国美电器北太平庄商城、北京市福口居美食有

限责任公司北太平庄分店、北京太阳福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利桥顺餐饮有限公司海淀第六分店、北京金鼎轩酒楼文慧桥分店、

金狮麟酒店北太平庄店、同庆楼、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嘉

华国际影城、甘家口大厦、西苑饭店、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新疆大

厦、华联上地店、超市发清河店、北京磨子平餐厅、北京泰山饭店、

清河百货商场、北京壳牌石油小营加油站、北京京粮物流有限公司

京粮广场、北京百得利汽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二商王致和

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红伟安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鲜乐安民六里屯

店)、超市发美欣店、水煮三国香山店、北京中油宾馆有限公司海淀

分部、大地书院、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城乡购物中心公主

坟店、中科信会议中心、长峰假日酒店、晋阳饭庄永定路店、北京五

棵松饭店、北京当代商城、北京物美流通技术有限公司联想桥店、

超市发科学城店、超市发蓝润店、北京国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北京清河三羊毛纺城市场、北京汇宝

金源文化创意商品市场、北京兴福兴发农副产品市场、北京市摄影

器材市场、北京紫玉饭店、湖北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香山饭店

有限责任公司、七叶香山德式花园餐厅、北京万年青宾馆、北京凯

瑞御仙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御仙都分公司、木华口腔、曲美家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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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寺分店、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远大路菜百首饰店

丰台区: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草桥餐厅、京客隆超市草桥

店、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草桥店、琴之舞(北京)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北京京工服装集团有限公司草桥商贸分公司、北京天天

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草桥分店、北京义利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镇国寺北街店、北京匹夫火锅餐饮有限公司草桥店、海澜之家

(北京)销售有限公司丰台区第五分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玉泉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恋日嘉园支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台支行草桥分理处、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嘉园支行、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草桥欣园金象大药房、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丰

台草桥店、北京华宇鑫龙烟酒商贸中心、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第二百西饼店、北京方庄全聚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方庄

购物中心。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金象大药房云岗店稻

香村云岗店。世纪奥桥花卉园艺中心。北京中彩宏图图文设计制

作有限公司。北京云岗好时光餐饮有限公司、北京颐方园体育娱

乐有限责任公司、依文服饰丰台销售分公司、首联世纪(北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京天红酒家、江西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江西大酒

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滋味餐饮分公司、北京宏图好好来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首科创融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北京市新颖新加油站、北京玫瑰大鸭梨餐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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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北京市永乐天外天烤鸭店、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

司、北京八大处甲壹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悦途酒楼)、北京市泓汇

泽市场管理服务中心模南菜市场、北京西山会友宾馆有限公司、海

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一分公司、北京世纪优鲜

商贸有限公司(世纪家家福超市)、北京华北石门加油站有限公司、

北京爱秀美丽美发中心(爱秀造型)、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所有限

责任公司鲁谷金象大药房、北京蒙来香酒家、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

限公司玉泉路二号餐厅、北京悦合味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易

联枫林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全民畅读朗园文化有限公司、大鸭梨烤

鸭店金顶街店、来壹锅餐饮石景山店、北京早春二月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第三分公司、合众时代(北京)会议服务有限公司、牛哄哄餐饮

郎园店、北京兴兴厨乐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市喜隆多购物中心、北京

旺顺阁五十七餐饮有限公司、北京披云徽宴第一餐饮有限公司、北

京我剪你秀美发店、北京日月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韩景台烧烤城

鲁谷店、北京二商京华茶业海特花园销售分店、北京京诚平安居商

贸中心、北京地天泰鼎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市广润堂动物

诊所、张一元茶叶八角分店、北京链家金顶街西口分店、北京时尚鸿

星服装店、宁波银行石景山支行、味多美第二百六十三西饼店、北京

晶科修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燕峰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

司、北京今时宾馆、北京继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象大药房古城

店、必胜客比萨饼石景山餐厅、金凤成祥鲁谷西饼店、北京医保中洋

大药房八大处分店、星巴克咖啡石景山万达广场店、北京碧馨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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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北京斯桐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北京众万家快捷酒店、北京比格

圣运餐厅、北京海特口腔医院实兴口腔诊所、鹏卫齐商业(上海)有

限公司北京石景山二店、北京隆盛吉商贸中心、好利来八角店、麦当

劳石景山路餐厅、石景山区金顶街胖子家常菜

门头沟区:门头沟区北京大明眼镜第三十店、北京同仁堂善和

医药大峪药店、中国建设银行新桥大街支行、华夏银行门头沟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门头沟支行、金凤成祥新桥店、北京京西晨光饭

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门头沟支行、北京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门头沟支行何各庄分理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泉支行、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河滩

书店

房山区:北京缘自天成商店、北京旺达聚兴水果店、北京华冠

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燕鑫华冠燕山生活购物广场、北京锦

绣怡园美食城、北京燕化宾馆、北京敏宏伟面食店、北京世纪德兰

饭馆、功德福餐饮拱辰店、享誉面包店、北京京燕有限公司燕山美

廉美超市

通州区:北京苏宁易购通州西门店、北京市通州小楼饭店、北

京东一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顶好创兴服装店、北京西贝一村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店、北京韩时餐饮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中国

联通梨园营业厅、北京盛仁堂医药有限公司、中国联通通镇营业

厅、京客隆首超通州东关店、苏宁云商梨园店、四季优选新华大街

店、京客隆玉带河店、歌华有线通州分公司富河园营业厅、永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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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世界村店、紫光园餐饮通州分公司、海底捞火锅通州华联店、北

京移动通州物资学院路营业厅、北京移动通州移动营业厅、北京移

动通州张家湾营业厅、北京通糖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通怀路店、

华夏为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北京庆丰宏帅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十六店、北京同仁

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通济路药店、北京瑞福康医药有限公司、

葫芦娃一家人火锅(通州店)、福兰德酒楼幸福艺居店、北京京东一

绝西园餐饮有限公司、鲜饺子、永吉麻辣香锅、歌华有线通州分公

司玉带河营业厅

顺义区:华联商厦顺义店、北京顺食真餐饮店、北京吉日坊小

肥羊火锅城、上一档火锅店石园店、北京幸福龙腾照相馆、北京鑫

海韵通商业大楼仁和石园大卖场

昌平区:国泰百货昌平店、北京自安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福

元运通北京燕福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华清温泉宾馆京宴

餐厅、北京迎祥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北京玉丽万荣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巴黎甜甜商贸中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回龙观支行、北京百安居装饰建材有限公司立水桥店

大兴区:永辉超市大兴西红门分公司、北京先锋腾达商贸有限

公司、北京泓文博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北京蓝梦俪珍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福源精致飞凡鲜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皖厨餐饮有限

公司、北京牛不理江南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平谷区:北京东平金杏餐饮有限公司、北京酷家装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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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北京水木天工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国美电器平谷商城、北京美

利美图书有限公司、北京闵邦韩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世纪广场店、北

京市平谷新华书店平谷镇分店、北京即刻到家服务科技有限公司、

五常市兴国粮油工贸有限公司北京市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远升加油站、北京盛蒂饰界贸易有限公司、北

京创世兴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怀柔区:好美滋食品烘焙中心、北京雅视眼镜公司、阿泰包子

党校店、北京丽泽山庄酒店、北京庆芝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北京京

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怀柔店、北京京北健永口腔医院、北京

纪师傅保健按摩中心、怀柔区富贵居家纺店、北京糖果街商贸有限

公司(糖果儿书屋)、北京绮丽仁源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正邦口腔门

诊部有限公司、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

司、北京大星发商贸有限公司第十八自选超市

密云区:北京华宇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香喷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北京香园楼美食屋、北京品味村饭庄、北京

星辰中医医院、北京丝颂绝妙美容美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吉永达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永乐德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华宇兴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延庆区:北京环球新意百货有限公司、北京市延庆人民商场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中踏鞋业有限公司延庆购物广场、北京铭泽青丝

藤发艺工作室、北京鑫荷商贸中心、北京海隆伟明超市、北京金粟

种植专业合作社、北京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95—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月29日印发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