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 年北京市特色书店评选入围单位名单（第一批） 

序号 书店名称 法人单位 所属区 

1 “黑胶世界”创意音乐书店 
中科汇金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朝阳区 

2 24H 智慧书店 北京瑞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朝阳区 

3 JetlagBooks 北京追云见海文化有限公司 朝阳区 

4 PageOne 三里屯店 北京百灵鸽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5 UCCA 书店 安尤视界（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朝阳区 

6 爱寻书社 北京爱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平谷区 

7 北国风书店 北京北国风书店 通州区 

8 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 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有限公司 西城区 

9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读者服

务部（美联书院）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10 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 
北京红楼众藏共阅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西城区 

11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有限公司 东城区 

12 北京人艺戏剧书店 首都剧场 东城区 

13 北京三甲医学书店 北京三甲书亨商贸有限公司 朝阳区 

14 北京社科书店 北京社科书店 东城区 

15 北京外研书店北外店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海淀区 

16 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海淀区 

17 北京乌兰花书店 北京乌兰花商贸有限公司 东城区 

18 北京阅甜水园童悦书屋 北京甜水园图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19 彼岸书店 北京彼岸方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海淀区 



序号 书店名称 法人单位 所属区 

20 博空间 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城区 

21 布衣书局 北京布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朝阳区 

22 彩虹阶梯书店 北京伊路智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延庆区 

23 宸冰书坊 
宸冰书馆（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朝阳区 

24 创想乐园央美艺术馆 
创想乐园（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石景山区 

25 大地书院 北京大地书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海淀区 

26 单向空间书店·大悦城店 北京单向街文化有限公司 朝阳区 

27 稻诚及所 北京稻诚致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西城区 

28 地图主题书店 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西城区 

29 多抓鱼 多抓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区 

30 翻翻书绘本馆（总馆） 北京红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丰台区 

31 福声唱片 北京乐海福声文化传播中心 西城区 

32 更读书社（大兴区）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大兴区 

33 更读书社（东城区）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东城区 

34 红色记忆书店 北京马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 

35 华康书店 北京仁康民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城区 

36 汇智光华书店 北京智商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顺义区 

37 甲骨文·悦读（拾珍茶艺店） 北京拾珍茶艺文化有限公司 西城区 

38 金玉良言书房 北京银保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 

39 锦熹大运河故事书店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通州区 

40 孔网古旧书店 北京古城堡图书有限公司 朝阳区 



序号 书店名称 法人单位 所属区 

41 礼士书房 北京建院图茂科技有限公司 西城区 

42 码字人书店 
码字人指南（北京）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东城区 

43 梦溪书屋 北京梦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谷区 

44 明德求是书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淀区 

45 明德求知书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淀区 

46 模范书局天桥艺术中心店 北京模范书局有限公司 西城区 

47 南锣书店 北京南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东城区 

48 年轻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延庆区 

49 啟明文阅 北京君盛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西城区 

50 汽车文化生活体验馆 
北京博霖贺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丰台区 

51 芹圃学坊 北京红迷会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海淀区 

52 青丙拾光 北京青丙拾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谷区 

53 人文考古书店 北京万蕴津安图书有限公司 海淀区 

54 上海三联书店•微言小集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昌平区 

55 舍予天下书院 北京舍予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淀区 

56 晟坤合书店 晟坤合（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 

57 时尚廊书吧 北京时尚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顺义区 

58 世知书店 北京世界知识书店 东城区 

59 書·茶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海淀区 

60 糖果儿书屋 北京糖果街商贸有限公司 怀柔区 

61 西单音像店 北京国韵天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西城区 



序号 书店名称 法人单位 所属区 

62 巷口书房 北京万书优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房山区 

63 小宝图书馆 
青葱翠叶（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朝阳区 

64 小众书坊 北京小众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东城区 

65 言 YAN BOOKS 北京言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朝阳区 

66 一个书店 爸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昌平区 

67 艺术粮仓 弘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东城区 

68 英派斯书馆（海淀区） 
尚体力动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 
海淀区 

69 又见炊烟书栈 北京雨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怀柔区 

70 雨枫书馆·清华馆 北京雨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淀区 

71 语文书店 语文书店有限公司 东城区 

72 渊集书店 北京渊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通州区 

73 阅青山书店 书宴（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通州区 

74 悦闻书院 北京悦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 

75 运河文化书局 北京镭幂科技有限公司 通州区 

76 钊薏书院 北京钊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朝阳区 

77 振兴书店 北京市宣武振兴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西城区 

78 正阳书局 北京正阳书局有限公司 西城区 

79 纸老虎书店金源店 北京纸老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海淀区 

80 中国建筑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区 

81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前门东大街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东城区 

82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前门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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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雁翅楼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区 

84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中关村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海淀区 

85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读者

服务部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区 

86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古籍

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区 

87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来薰

阁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区 

88 中国新闻书店 中国新闻书店 西城区 

89 
中信书店北京大兴机场 B1

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区 

90 
中信书店北京大兴机场 B2

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区 

91 中信书店北京联想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海淀区 

92 中信书店北京双井富力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93 中信书店北京喜隆多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石景山区 

94 中信书店合生汇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95 中信书店亦庄大族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区 

96 中油书店 北京中油书店有限公司 朝阳区 

97 自在博物书店 博物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西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