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区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第三分公司

北京忆吧吧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分公司

北京永日火炉火餐饮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

北京五福院落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孔乙己越香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崇文门分公司

贝拉吉奥 ( 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六分公司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外大街餐饮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二分店

王品 ( 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崇文门分公司

元气寿司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崇文门外大街餐饮分店

王品 ( 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崇文门第二分公司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崇文门外大街分公司

北京隆小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大街店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鑫沣（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四十一分公司

北京楚河汉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四合千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店

北京喜得嘉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雀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匆匆那年

贝拉吉奥 ( 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北京食尚汤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玲祥烤鱼餐饮部

北京禾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第二十三分店

深圳华伟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瑞城分公司

富迪康 ( 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五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第二餐饮分公司

北京池田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第一销售分公司

美诺 ( 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崇外分店

北京阿兰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外大街快餐店

北京星物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分店

北京信恒合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权味 ( 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崇文分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哈德门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崇文门分公司

北京云尊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王府井店

北京祥百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小尕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王府井店

北京海碗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府井分公司

北京黄记煌庚申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明森远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素年锦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方叔叔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王府井店

北京倜澳阁餐饮有限公司府通分公司

北京羲和小馆餐饮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旺顺阁（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餐饮分公司

麒麟兔爷（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府热盆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餐饮分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王府井店

孔乙己越香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王府井分公司

北京王府井大董烤鸭店有限公司

北京肆壹叁壹叁羊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来顺华龙街饭庄

北京花家怡园金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丰餐饮有限公司新东安分店

北京西贝一家餐饮有限公司王府井店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王府井店

北京市品质餐饮示范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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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元气寿司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大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局气壬申（有限合伙）

北京星怡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东安分公司

小大董（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东安店

胜博殿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新东分店

北京万寿西蜀豆花庄餐饮有限公司东方广场店

北京小南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广场分公司

北京金湖餐饮有限公司东方广场分店

哈尔滨新宝澳门据点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六顺天地小吃店

北京俏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广场分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撒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探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太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锦瑞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贤良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新王府井餐厅

辣庄（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富春人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平三兄弟（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花家怡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簋街怡园餐饮有限公司

粗粮人家（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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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红巷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彼得堡西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嘉陵楼馋嘴美食城  

北京三色酷餐饮有限公司

聚富林（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有限公司分公司

北京官也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新桥快餐店

北京春天食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通乐饭馆

北京酒圣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胡大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溢香阁家常菜馆

北京杨氏孔亮饮食有限公司

北京聚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苏袁福德餐饮有限公司（苏帮袁）

北京太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分店

北京东方元禾红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太初蜀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观澜潮悦餐饮有限公司东直门分公司

北京居桢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东四十条店

北京新侨小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雍和烤肉宛饭庄

北京肥得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南街分店

北京卡瓦时光餐饮有限公司东直门分公司

北京荣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分公司

北京广泽春餐饮有限公司

桃园陆加拾（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丰声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簋街小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涮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盛玉楼家常菜馆

北京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陵楼餐饮管理中心金簋街小山城分店

北京惠民天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庆丰餐饮中心

北京金角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步步先科技中心

北京泰和永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泰和渔坊餐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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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香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鼓楼店

北京齐天楼餐饮有限公司交道口分公司

北京馄饨侯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馄饨侯锣鼓巷分店

北京姚记炒肝店

北京飒哈咖啡馆

北京可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东方铭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交道口餐厅

北京归去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锣鼓洞天川菜馆

北京咂摸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青竹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红宝鼎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红宝鼎餐厅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南锣鼓巷咖啡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宽街餐厅

北京宣文楼老北京炸酱面有限公司

北京壹条龙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前门店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前门店

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前门茶餐厅

北京宝隆驭德食品有限公司

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东来顺前门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鲜鱼口店

北京鲜鱼口饭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鲜鱼口力力餐厅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壹条龙清真餐饮有限公司鲜鱼口锦芳小吃店

鼎峰大成（北京）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鲜鱼口饭庄有限责任公司朝阳楼分公司

北京同德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鲜鱼口永沣莜面饭庄有限责任公司小吃店

北京信源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仁德和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庆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鲜鱼口永沣莜面饭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前门王记锅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只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三十八分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功德林素菜饭庄

北京市五十六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贵龙酒家

北京新饭是钢餐厅

北京隆福寺餐饮有限公司白魁老号安定门店

北京鼎源斋清真饮食有限公司

北京市兰霞成都美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五粮酒楼 

北京老满酒家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道营胡同店

北京宁夏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兆尹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雍和宫餐厅

北京安内晓林火锅店

北京藏红花咖啡馆

北京隆福寺餐饮有限公司爆肚店

北京弘祥博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迷提香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桂公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四民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徽商故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水井胡同老北京炸酱面馆

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朝阳门店

北京和禾祥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鲁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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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阿福阿香庆丰包子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三分店

北京瑞吉咖啡有限公司朝阳门第一咖啡店

北京大卫山道经贸有限公司

北京臻海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煲仔小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贝瑞斯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瑞芝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李传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马华餐饮有限公司东四分店

北京东顺吉聚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尚军么么哒快餐店

北京惠菩中式快餐有限公司

北京微尺伴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膳慕热麦餐饮管理中心

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朝阳门第三咖啡店

北京易达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蓄阁家常菜有限公司

九坤臻牛（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漫之语咖啡厅

北京敦煌飞天商贸大厦

北京星巴克咖啡广渠门第一咖啡店

北京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有限公司广渠门内二分店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广渠门分店

乐吃（北京）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建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京川府食缘大酒楼

北京塞外肥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城香餐饮有限公司东城第四分店

北京乡土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第二分公司

北京金兴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陈阿婆火锅城

北京咸亨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任丁桶烧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虎门火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广渠门分店

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力力豆花庄

北京陇味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阿达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盛名邦西北面馆有限公司

北京颐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第一楼东四饭庄

北京馅老满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诚信家家酒楼

北京新世纪大碗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隆福寺餐饮有限公司加州牛肉面大王快餐厅

北京隆中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瑞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兰楼时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董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南新仓店

北京饭前饭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秋收冬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九和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港品（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民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四十条分店

北京青蓝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东四十条餐饮分公司

北京南新仓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沪江香满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满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东四十条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东四十条分店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代鸿运分公司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代鸿运分公司

北京百富怡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东直门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直门外大街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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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雍景台酒店

北京万国城酒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鸿巨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直门餐厅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店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北京同鼎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纺大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花园饭店

中纺大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花园饭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东直门店

北京雅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旺顺阁美食有限公司东直门鱼头泡饼店

北京合和红灯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店

北京宝元怡和春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眉州东坡酒楼春秀路店

北京大浪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分公司

上海善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工体北路店

北京和缘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三只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栖岸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工体北路餐厅

北京又见伙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温野菜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海塘火锅餐厅

北京鼎食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北漂分公司

北京淮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鲜牛记传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家温馨餐饮有限公司

云客串亭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亦客亦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沃歌斯（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三分公司

北京金湖餐饮有限公司金湖环贸分店

眉州小吃餐饮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小黄庄店

北京伯世佳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安贞店

大燕和食（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澳润欣业商贸有限公司东城第二分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安贞桥店

北京海南大厦

北京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鸦儿金米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德顺爆肚餐厅

北京坛城北门食府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北双福食府

北京晋宝章餐饮有限公司和平里店

北京洞庭楚轩酒家

北京君顺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丁记老邻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南城香餐饮有限公司东城第一分店

北京新和京涛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蓉驿致家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宽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安贞好利来西饼屋

北京本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潮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徽州小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克拉玛依大厦

北京俏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安贞餐饮分公司

七彩云南大酒楼

北京安外老上海城隍庙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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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韩印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地坛分店

北京渝香人家川菜

北京江苏大厦

至味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饭店

北京国际饭店

北京华海金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励骏酒店

北京华海金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励骏酒店

北京华海金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励骏酒店

北京华海金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励骏酒店

北京华海金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励骏酒店

北京三洢餐吧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有限公司

北京大董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金宝街店

柏泰瑞国际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和佐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捷鑫景餐饮有限公司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金宝街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金宝街王家渡火锅店

北京普天同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金宝街店

上海赤坂亭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东城分公司

北京富华金宝中心有限公司丽晶酒店分公司

北京利苑酒家有限公司金宝街分公司

北京莫尔顿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鑫海大厦管理有限公司鑫海锦江大酒店

北京万融厨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湖南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湖南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湖南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湖南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内蒙古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宏源南门涮肉城有限责任公司东单店

北京松韵那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宴禧餐饮有限公司

便宜坊 - 幸福店

北京准噶尔明珠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鸿毛餐饮有限公司广渠门店

北京五谷一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光明楼餐厅

北京信和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董永桥牛肉面馆

北京广渠门庆丰包子铺

北京大宝饭店

汇希美（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福楼饭庄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幸福大街餐厅

北京金台夕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黄河京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中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光明楼餐厅

建设享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幸福时源涮肉馆

北京通贤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乐康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中岭三义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福贸源小吃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三十一分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天坛东路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天坛路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红桥眉州小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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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天坛东路餐厅

北京醒时咖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想我么咖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有限公司天坛东路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天坛东路咖啡店

北京和合南锣咖啡文化有限公司天坛分公司

北京秋盛合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赛百味）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天坛路冰淇淋店

北京客贸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坛东路餐厅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玉蜓桥店

北京晋老三削面有限公司

北京包大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龙回首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庆丰包子铺天坛东门店

北京天东老家肉饼店

北京晋汤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田饱杜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碗居餐厅炸酱面馆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御膳饭庄

北京大碗居餐厅红桥店

北京永定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红花大海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湘资苑（北京）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来顺祈年饭庄

北京水族浒记饮食有限责任公司老浒记店

北京天坛今世缘大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珠市口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桥餐厅

北京中都老味道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九合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六月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大黔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木樨园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木樨园餐厅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崇文沙子口餐饮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外快餐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木樨园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十四分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滨河路分店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有限公司永定门外大街第一分店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零九西饼店

北京华油陶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黎昌君苑大酒楼有限公司黎昌酒店

北京瑞宝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永定门外分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东城餐饮分公司

北京壶庆海庆丰包子铺

北京鲜又美时尚工坊茶饮店

 北京乐享缤纷饮品店

北京土大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定门店

北京内蒙古宾馆

尹诺裴（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育宾馆

北京人教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育宾馆（水吧）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南锣鼓巷餐厅

北京红江湖餐厅（普通合伙）

北京涵芭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宽街分公司

北京市北门涮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陈升福元昌（北京）茶业有限公司北京南锣鼓巷茶庄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 35 西饼店

康铭大厦经营管理中心

康铭大厦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同聚福餐饮有限公司美术馆店（串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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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
北京一花一叶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城第五分店

北京三信和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分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蜀声蜀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分公司

胜博殿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西城西单分店

北京品厨面道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眷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分公司

北京悦食四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醒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汉光分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店

北京很高兴遇见你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米斯特比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餐饮分公司

北京港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华餐饮一分公司

北京恒泰丰餐饮有限公司西单店

草本工坊（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全球美食有限公司

北京福楼餐馆有限公司西城区第五分店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零度空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分店

王鼻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分公司

北京吕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四南大街餐饮店

北京渔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一分店

北京倜澳阁餐饮有限公司卡萨悦享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益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本气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西友谊商城有限公司西西友谊酒店

北京倜澳阁餐饮有限公司西悦优享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越打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民丰分公司

莫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二分公司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北京西单大街店

富迪康（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西单横二条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五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六十五分店

北京享牛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新一代商城餐厅

乐邦义气（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一然祥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一宗（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店

北京渝是乎餐饮管理有线公司西城第二分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又一顺饭庄

北京美京体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前程那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邯郸市九浩商务大酒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海格罗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祖母的厨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日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茶美来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蒸汽犀牛（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爱传家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喜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雁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前门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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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渝是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区第一分公司

誉都思建筑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前门酒店分公司

誉都思建筑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前门酒店分公司

北京北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平花园餐吧

深圳市前海大品大爱创意产品有限公司北京前门分公司

北京爱炉真真餐饮有限公司大栅栏分公司

北京将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林德帕希姆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分店

北京客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绿象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局气丙寅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积水潭餐厅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新街口店

北京四川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贝甜香思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新街口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五十二分店

北京羲和雅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合悦海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爱科生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宣武门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宣武门店

上海一茶一坐餐饮有限公司北京第六分公司

粤财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粤财金威万豪酒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六十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宣外大街餐厅

北京楚畹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翔达投资有限公司虎坊桥清华池浴池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公司第四十三西饼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虎坊路餐厅

八十五度（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陶然亭分公司

望湘园 ( 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直门餐饮店

北京林茂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星怡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凯德西直门分公司

南拳保圣（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凯德庆丰包子铺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长兴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沙龙宴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蒙盛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蒙元宾馆

北京湘水明珠餐饮有限公司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复外大街冰激凌店

北京翔达山城饭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牛街聚宝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穆益轩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连客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翔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翔达吐鲁番餐厅

丝路伊兰（北京）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顺楼清真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麻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管理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将心注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海碗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甲乙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兴永分店

北京出彩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甄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平安小吊梨汤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青年饮食有限公司

北京渝来渔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大厦有限公司（中餐厅）

深圳大厦有限公司（南国苑餐厅）

深圳大厦有限公司（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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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润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希尔顿逸林酒店分公司

（中餐厅）

北京尚加餐饮有限公司达官营分公司

北京水果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三分店

北京淮扬村餐饮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三十四西饼屋

北京东西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儒雅饮品有限公司

汉堡王 ( 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安门外大街分公司 )

北京达美乐比萨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广安门外大街一店

北京百万庄园西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爱炉真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湘君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广安门快餐分公司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西城广安门外大街分店

北京南之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单北大街分公司

北京禾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第十七分店

吉村幸助（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西单店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正和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单麻辣诱惑餐饮有限公司（君太店）

北京谢敬禅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许小树）

南京大牌档西直门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环分公司

北京市西单麻辣诱惑餐饮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邬巢世纪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西单店

贝拉古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顺利餐饮有限公司

贝拉古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梦十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佳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圣达餐饮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撒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探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竹庭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味来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苏源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中 . 西餐

北京渝味川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牧之初心金融街购物中心店

西贝莜面村

義和小馆

范家小馆

北京荣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辽宁饭店

北京荣德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城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欧诺拉冰激凌茶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川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德外分店）

西藏望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店

北京紫昱轩大食堂餐饮有限公司德胜门分店

北京宸溶餐饮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玉华台饭庄

北京日昌麒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德胜饭店烤鸭店

北京银珠恒业科贸有限公司银峰庄酒楼

北京柳名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华宇假日酒店管理分公司

北京马甸宽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运康洁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小西天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德外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马甸餐厅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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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街道石锐小吃店

北京超然盛世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德胜门分公司

北京山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竹园宾馆

水西庄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广达华天延吉餐厅

聚德华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老西安饭庄

北京山城友谊快餐店

北京伊峰饮食有限责任公司鼓楼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德内峨嵋酒家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峨嵋酒家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西安门清真饭馆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新成小吃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华天小吃店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西海翠湖酒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新川面馆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杏园餐厅

北京馄饨侯餐饮有限公司西四分店

北京康仔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柳泉居饭庄

北京日昌麟记餐饮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烤肉季饭庄

北京山海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仿膳饭庄有限责任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望德楼清真餐厅

北京桔子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黄城根老北京炸酱面馆

老诚一锅（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西四店

北京金元宾馆

北京民福居西什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什刹海孔乙己酒楼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嵋洲园酒楼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

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前门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前门餐厅

北京京易吉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宇琪腾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太平街餐厅

北京潇湘大厦

北京世纪黄山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翔达京蝎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前门建国饭店

北京德世福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前门 ( 北京 )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门富力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市天桥鸿运楼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瑞洁宾舍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鱼米之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秋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荷塘风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大型餐饮）

北京川乡本色川菜饭庄

北京东顺聚达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丹悦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北来顺小吃店

北京龙湾恒大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御泽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阜桥小吃店

北京百纳烟台山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冶春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宝魁珍餐饮中心

北京丰收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区第一分公司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11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新街口店

北京赵登禹路百叶居餐厅

北京康德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百雅舟酒家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二分公司

北京国二招宾馆

北京鼎汤食府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环球喜多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水雅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王品餐饮（北京）有限公司西单分公司

北京西单饭店

北京家佳家源餐饮中心

北京紫昱轩大食堂餐饮有限公司阜成门店

台州经济开发区新荣记大酒店有限公司北京餐饮分公司

北京山水宾馆

北京东方文府铁板烧中心

北京金瑞路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宣武门快餐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华天马凯餐厅

北京湘林洞天酒楼

北京洞庭楚乡酒家

北京海棠依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鄂尔多斯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太平桥大街咖啡店

北京卓越丰融餐饮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北京玉茗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那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平安三千里烤肉城有限公司

北京外婆家乡饺子馆

北京五度欧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小肠陈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陶然亭高丽高烤肉城

北京窑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有限公司西城阜成门店

北京哈信黑土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成加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方圆庆丰包子铺

北京小南国餐饮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天府食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万龙洲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誉天下海鲜大酒楼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曲园酒楼

小莫餐饮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北京展览馆路莫斯科餐厅

北京中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餐饮分公司

北京九龙朝服餐饮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月北小吃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峨眉酒家

北京重阳大酒楼

北京山丹丹开花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都假日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德宝饭店四季园西餐厅

北京鸿宾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国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福禄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月坛宾馆

北京市京滨饭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阜成门餐厅

北京德宝饭店（天官阁餐厅）

西藏的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帝雅宾馆

北京徽商小馆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南礼士路康师傅牛肉面管

中国职工之家 ( 泰式餐厅 )

中国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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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季旅游有限公司四季江南餐饮分公司

北京富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七彩云南大酒楼

中国职工之家 ( 巴山夜雨餐厅 )

北京淮扬春饭店

北京上海老饭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玛雅惠世餐饮有限公司

中国职工之家 ( 中餐厅 )

北京市帕米尔食府

北京老城京味斋餐饮有限公司月坛分店

北京月坛泰合院餐饮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烤肉宛饭庄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九十五西饼店

北京金太一品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民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礼士路分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便门店

北京宣南羊蝎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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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旅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如家快捷西便门酒店

北京旺源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白广路餐厅

北京皇宫烤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翔达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大金都商厦致美楼酒楼

北京京日餐饮有限公司面爱面长椿街分店

北京翔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美味斋饭庄

北京港中旅维景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西餐厅）

北京戈拿旺巴西烤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宣武店

北京淮扬村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牛街四益轩餐厅

北京云天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三个胖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肯德基有限公司白广路餐厅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攀钢宾馆

北京乡约金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国豪情美食屋

北京翔达南来顺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京都国华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翔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美斋饭庄

北京鑫瑞楼餐厅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公司南菜园店

北京全顺食府有限公司

北京宝源南口涮肉居

北京白纸坊庆丰包子铺

北京玉华宫宾馆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

北京气象宾馆

安徽瑞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扑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贯通经贸集团贯通建徽酒店分中心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连道餐饮分公司

北京彩云之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广外徳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田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外分公司

北京市锦山阿里郎烤肉城有限责任公司马连道店

北京炙城武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十五分公司

北京德克士有限公司马连道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我爱鱼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希福装潢公司西黄城根南街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香妃烤鸡快餐有限责任公司西单四分公司

北京香妃烤鸡快餐有限责任公司西单二分公司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有限责任公司西单新川面馆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西单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太仆寺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安德路店

13



北京同春园饭店

北京庆丰餐饮有限公司鼓楼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海店

北京惠丰酒家门钉肉饼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红罗厂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西安门店

北京市希福装潢公司新街口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希福装潢公司爱民街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门新川面馆

北京京饮马凯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同和居食府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号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号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座桥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新街口店

北京惠丰酒家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玉桃园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白塔寺店

北京希福装潢公司南草厂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南小街店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城有限责任公司阜桥新川面馆 

北京市希副装潢公司西四京饮华天二友居肉饼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民源店

北京希福装潢公司佟麟阁路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香妃烤鸡快餐有限责任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营房店

北京惠丰酒家涮肉馆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有限公司北营房新川面馆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阜外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庵店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有限责任公司月坛新川面馆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七剧场路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木樨地店

北京同和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月坛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七剧场路店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红莲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红莲南路店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外南街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西来顺饭庄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地外清真小吃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杏园餐厅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砂锅居饭庄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曙光小吃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又一顺六铺炕分店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新川面馆

北京黄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地三百五十七分店

北京清满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盖特兄弟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披萨工厂）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直门时时乐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九分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金城坊街店

北京太婆天府山珍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南城国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润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希尔顿逸林酒店分公司

朝阳区
希杰必品阁（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将台路第一分店

北京翡翠京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酒仙桥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颐堤港中心第二咖啡店

蓝蛙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酒仙桥分公司

北京新山日式料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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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潮堂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乾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爵士屋第三西餐厅

北京中捌楼茗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小城知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酒仙桥店

北京信恒合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一分公司

新餐旅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酒仙桥路餐饮分公司

方叔叔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酒仙桥店

希杰必品阁（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将台路第一分店

北京太初湘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食代餐饮有限公司颐堤港分店

弗萨塔可（北京）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倜澳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太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颐堤港分店

北京羲和颐堤餐饮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东坝分公司

广州焱铁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颐堤港中心咖啡店

北京大董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姚家园店

北京旺顺阁十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四风汇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贝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二分公司

望湘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北路餐饮店

北京心正意诚餐饮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朝阳第三分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北京左庭右舍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局气戊辰餐厅（有限合伙）

草本元素（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大悦城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星河路餐厅

北京湄洲三苏大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小南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辰东路分公司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分公司

北京上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初色渐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美食有限公司鱼头泡饼店

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龙脉壹号利荣连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贵州大厦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安贞桥东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和平街北口餐厅

北京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和平四季民福餐厅

北京市和平里胜利玉林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香丰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二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和平西街餐厅

北京加林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怡和春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食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渔安贞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荆楚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顺南大街餐饮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花家地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阜安西路餐厅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望京第四分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阜安西路分公司

眉州小吃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阜通西大街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望京南大街餐厅

北京朝望唐宫海鲜舫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林之雨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冠月易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宝渝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渝知百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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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吾悦厨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望京分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望京店

北京望京眉州东坡酒楼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一分公司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望京店

北京金百万望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中福百货商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花家地餐厅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十四分公司

北京优品餐饮有限公司朝阳店

北京義和小馆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华联（SKP）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一路花开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美景清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鼎香餐饮有限公司大望路店

北京联扬共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丰餐饮有限公司建国路店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北京大董大望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蜀云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店

北京宴禧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天保合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锦荷花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萌苏浙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公司

那片海胡同（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松鹤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门餐饮店

北京维华唐宫海鲜舫有限公司朝丰餐饮分公司

北京天鸿宝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四分公司

北京金峰木格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蜀地风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港品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小吊梨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燕兰楼清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餐饮分公司

北京健庶苑粥铺

上海红辣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北京筑地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环海传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门分公司

北京局气乙丑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日坛饭庄

北京今日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望湘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门外餐饮店

东亿满座（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甘露园胜利玉林烤鸭店有限公司　

胜博殿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朝阳双井分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双井店

北京和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朝阳第三十七分店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五十分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四十九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姚家园分公司

北京桃花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院大宅门甜水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甜水园店

北京棕泉有璟阁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达美乐比萨饼有限公司甜水园店

京蝎府（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甜水园餐厅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甜水园餐饮分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甜水园餐厅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一十四西饼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八里庄销售分店

北京土和方餐厅

北京澳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百子湾分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欢乐谷店

北京禾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朝阳第三十六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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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和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喜庆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方桥餐厅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六十九西饼店

北京优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优品壹零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世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蝉西路分店

北京老城京味斋新源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源南路快餐店

北京花家怡园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元桥餐饮分店

北京思泰酒家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柳芳店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区柳芳快餐分公司

北京荣庆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曙光西路包子铺

北京文海庆丰包子铺

大连天正河鲀餐饮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店

北京旬鲜本铺日本料理店

北京丹江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马氏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左家庄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国家体育场南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科荟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辰东路二号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科荟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北苑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北苑未来客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湖景东路餐厅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北苑路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区北苑路店

北京旺顺阁二十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奥京韵餐饮分公司

北京胜利饭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林翠东路分公司

北京兰特花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蝉家味浓庆丰包子铺

四川五粮液龙爪树宾馆 6 号楼餐厅

北京惠丰华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分公司 

北京黄土情餐饮有限公司分公司

北京合和红灯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圣路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大望路快餐店

北京亚欧北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那家雅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徽善京源美食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桥全聚德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森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贝印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永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之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公园路分公司

北京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亮马河海鲜大酒楼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新食潮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新沸腾鱼乡餐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蓝色分店

北京海碗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亮马桥分公司

北京河南大厦

 北京华尊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潘家园店 

北京新泰金链花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渝信紫龙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泰禾豪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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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弟（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伟世兄弟餐饮中心

北京秦唐久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分公司

北京合和红灯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餐饮分公司

北京梧桐允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贵亨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莫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波尔塔二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神象苑餐厅

北京小龙坎红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朝阳第一分公司

北京雁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漫可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小山日式料理有限公司

北京重庆饭店

北京重庆饭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鱼掌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渔公渔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平楼正源餐饮有限公司惠新里店

北京惠客怡新太熟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百万庄园西式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十分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北四环东路第三咖啡店

北京市樱花宾馆

北京市朝阳金色百乐门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大东江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聚粥店

北京惠新朝百庆丰包子铺

四兴甜品（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惠新世嘉餐厅

北京京风汇香饺子馆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惠新西街餐厅

北京老城京味斋奥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九头鹰友谊酒家亚运村分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二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二分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圣中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区太阳宫店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朝阳分公司 

北京福建大厦有限公司

北京浙江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龙脉食府

北京吉羊涮肉店

北京萨美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辰鑫国际酒店

北京晋大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密膳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望京饭庄

关内关外（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湖渠店

北京天空餐饮有限公司嘉美分公司

北京海碗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望京分公司

北京韩时餐饮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北京惠丰华硕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缘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分公司

北京钱粮苏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国贸分店

北京南洋锦荷花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分店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星怡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大望路分公司

北京神户赤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伊豆野菜村（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公司

北京局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望路分公司

北京华彬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北京世贸利苑酒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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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银泰分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建外分店

北京江户前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花家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世贸餐饮分公司

北京旺顺阁畅轩府鱼头泡饼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望路店

北京阳光温特莱酒店有限公司（东来顺）

北京提香汇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花盐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新锐竹堂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锐恋锅餐饮有限公司国贸分公司

北京雀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第一分店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常营店

北京绘本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营分公司

北京焖之味餐饮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店

北京尹兴德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营分店

北京老味印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锣肥猫餐饮有限公司朝阳常营分公司

北京何贤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北京泰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悦悦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营店

北京珑锦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庄餐饮分公司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餐饮分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责任有限公司常营店

北京金色海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亚惠润园餐饮有限公司常营分店

顺峰饮食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分公司

俏江南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立路餐饮分店

北京御龙阁餐饮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四环东路分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分店

旺顺阁（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六餐饮分公司

北京西贝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二分公司

北京大董紫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全聚德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奥运村店

泰合鲜（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亚运村店

北京金海马鱼翅海鲜大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都王烤鸭店有限公司

北京红莲浒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分店

北京捞捞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朝阳第二分公司

北京亚运村太婆天府山珍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两湖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青叶日式料理有限责任公司王然分店

北京鼎极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戈拿旺巴西烤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财富餐厅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台夕照分公司

北京醉云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江南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合鑫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锦尚阁餐饮有限公司第一风扇

草本元素（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光华路店

北京分米鸡世贸餐饮店普通合伙

北京哆哺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利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光华路分公司

北京辣小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店

北京天水阶诚餐饮管理有限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窑啊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青柠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东三环分店

北京渝信紫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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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帆云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国贸店

北京华明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美食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团结湖分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团结湖销售分店          

北京东三环太熟悉酒楼 

北京大董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良仁和商贸有限公司东方瑞金达团北快餐店

北京川甲一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水凯诚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北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第一份公司

北京谷田稻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太阳宫中路分公司 

北京熊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米线餐饮有限公司太阳宫中路餐厅

北京佰酒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宴海京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酒仙桥路店

北京东八时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聚汇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郭林家常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酒仙桥二店

壹肆壹陆（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涛美洁快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坝河餐厅

北京朝北唐宫海鲜舫饮食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青年路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六分店

北京眉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尚街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晋同鑫面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家之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铁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优鼎优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八分公司

北京楚佳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馋火炉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第八分店

北京满福楼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一分店

北京财满街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本炸基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杨晶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徐林家餐饮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朝阳路餐厅

北京柏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舵爷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彩朝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同心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出巷入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一宗（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分店

一宗（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店

北京黔贵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速度主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窑啊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静海轩湘菜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华伟达大酒店

牡丹江市东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二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亚运村分公司

北京泰哥家常菜馆

北京捞捞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碧林和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嘉陵楼金簋簋街小山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红莲浒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分店

北京顺缘阁辣老五酒家

望京第十六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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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门外第七咖啡店

朝阳门外第一咖啡店

常营第一咖啡店

建外第四咖啡店

望京第一咖啡店

常营第二咖啡店

大望路第一咖啡店

香河园第一咖啡店

平房第一咖啡店

管庄第一咖啡店

望京第三咖啡店

八里庄第一咖啡店

海淀区
顺峰饮食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峰贵宾商务会馆

北京大董阜成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航天店

北京永兴花园饭店（宴会厅）

北京伊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食味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阜成路玖拾玖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杭新开元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文慧桥店

北京麦达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京枫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枫蓝国际中心咖啡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文慧桥餐厅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文慧桥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文慧桥餐厅

北京水果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九分店

北京百瑞宾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分店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北大街冰淇淋店

北京百宜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通桥分公司

北京乐满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都可泷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宇时分公司

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小营分公司

北京梵樾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欣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欢乐美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三十六分店

北京文宇奶酪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北京日昌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小幸湖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炒番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营分店

北京味相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悦茂分公司

北京关东印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合堂大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六十四分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六十五分公司

北京邻里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乐厨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爱安德餐饮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小营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腾达大厦咖啡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首体南路咖啡店

北京熙熙品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荔园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主语面包坊分公司

北京圈里圈外快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二分店

北京叉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瑞芝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利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湘水之珠大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正院家常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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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石宛居老北京炸酱面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三分店

北京王姥姥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炙城武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八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牡丹园餐厅

北京众诚延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辣尚小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麦郎云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隆楷餐饮有限公司

权味国际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牡丹园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安河桥北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一分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肖家河餐饮分公司

北京鸿志睿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龙背村路餐厅

恒都优选食品（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度小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清河店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清河店

北京澎敬洋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二餐饮管理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河中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四季院落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一花一叶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一分店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店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清河中街分公司

北京三信和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地分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清河路分公司

北京小城渔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地分店

北京一品佳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地分店

北京鑫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湘香公主（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上地分公司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七分公司

北京杭帮味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圆明园西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百世罗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上地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三分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店

北京西贝一家餐饮有限公司海淀远大路店

孔乙己越香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公司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八分公司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巨山分店

北京汇金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藕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分店

北京巴盖特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田村快餐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八十三分店

北京益德庆丰包子铺

北京棒约翰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不如见面天秤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泉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悦秀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菠萝宝宝科技有限公司

那家盛宴（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金源香山商旅酒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餐厅）

北京香山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晴香斋庆丰包子铺

北京猛味香园餐厅

仲美山餐饮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旺顺阁十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韵之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达客聚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雅玛俞信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趁心苑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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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十五分公司

北京汉拿山伟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食度空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望湘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道口餐饮店

北京兰亭小馆餐饮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北大科技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管

理分公司（西餐）

北京北大科技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管

理分公司（中餐）

北京何贤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翠微路餐厅

品知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翠微路店

北京老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翠微路分公司

北京广和顺餐饮有限公司翠微路店

北京姜尚餐饮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魏公村分公司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分店

COCO 都可

中 8 楼

北京中和之美

北京西部落残阳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五道口店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心正意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五十九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前屯路餐厅

北京链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光采商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天顺食缘快餐店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海定区第八快餐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田村路餐厅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第二分公司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北京远大路二分店

北京辣局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疆大厦（慕士塔格清真餐厅）

北京新疆大厦（珍味宫餐厅）

北京新疆大厦

北京新疆大厦（品悦清真美食大巴扎）

北京新疆大厦（知味馆餐厅）

北京新疆大厦（木卡姆宴会厅）

北京日赫经贸公司

北京俏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腾达餐饮分店

北京新世纪唐宫海鲜舫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金诚园）

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 ( 世纪咖啡厅 )

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尼摩酒吧）

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宴会厅）

北京紫玉饭店

北京九花山烤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名轩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养怡园食府）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 蓬莱春 )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 燕乐堂 )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 西饼房）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餐厅）

北京市西苑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憩园咖啡厅）

北京书湘门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裕龙大酒店

北京裕龙国际酒店

北京裕龙国际酒店

北京裕龙国际酒店

北京正清和餐饮有限公司

沃歌斯（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九分公司 

北京澳九记餐饮有限公司七合祥瑞餐饮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西直门文慧店

同心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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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菁味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西直门北大街分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文慧桥餐厅

北京市福口居美食有限责任公司北太平庄分店

北京渝是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第四分公司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师影邮分公司

北京太月园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北太平庄包子铺

北京马源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文慧桥店

北京宝罗园餐厅 

 北京宏嘉盛源美食店

北京味伯客咖啡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大苑天地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苑酒店分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五十一西饼店

北京田村路百叶居餐厅

北京五棵松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烹谷粥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餐饮分公司

北京田村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君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北京天上草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美泉宫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二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十二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学院南路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北三环西路分店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道口路店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大钟寺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金泰蕉餐饮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分公司   

北京燕兰楼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无名居美食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魏公村鱼头泡饼有限公司

北京大慧寺峨嵋酒家有限公司

北京聚柳林烤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蜀乡竹林风味酒楼海淀分店

北京平心大鸭梨餐饮

有限责任公司大慧寺分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鑫粥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餐厅

北京食丰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玉祖英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良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宏泰伟业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炙城武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

北京万开餐饮中心

北京渝都仁和餐饮有限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海淀飞力烤鸭店

北京天府香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龙河江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冰淇淋店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海淀区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华宇时尚咖啡店

北京澳九记餐饮有限公司双安鸿运餐饮分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三环西路店

北京达美乐比萨饼有限公司双安分店

北京韩时餐饮有限公司第十四分公司

北京鑫凯恩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信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三环中路餐厅

北京金源丽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小城渔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店

北京一品佳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店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哈尔滨新宝澳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六满福顺餐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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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乐食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公司

北京大渔源凤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禾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北京金源旗舰分店

北京潞久翠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沸腾渝家火锅城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远大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老边饺子馆有限责任公司

金源福城（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源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第二分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大路第三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西四环金源店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四季青分店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远大路店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长春桥店

金源庆丰包子铺

北京华联苏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牛肉面店

北京快捷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品质伊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北京中捌楼雅麒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

北京曙光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七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中餐）

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日料）

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西餐）

文腾俊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食在实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遇见阿华餐饮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远大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远大路餐厅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世纪城二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远大路第一咖啡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远大路第三咖啡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远大路第二咖啡店

北京三湘世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三分店

北京一人一碗老北京炸酱面

北京远大锦府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锦府盐帮）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冰淇淋店（哈根达斯）

北京星怡会餐饮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公司

北京无名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顺宜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公司

北京旺顺阁十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柳中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宴汇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柳中路餐饮店

北京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万柳餐饮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柳中路分公司

新食潮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海淀餐饮分公司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十六分公司

北京北纬四十度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远大路餐厅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翡翠京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店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三分公司

北京福禧会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潘家楼酒楼

北京广和顺小镇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北京源食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维兰西餐饮有限公司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华天烤肉宛饭庄

北京赫恒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远大路店（巴贝拉）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田粥店

北京漫享时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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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碗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万柳分公司

黑松白鹿万柳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五棵松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五棵松餐厅

北京禾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二十九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复兴路餐厅

为优美（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五棵松芳叔店

北京味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店

北京宽饭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牛之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大董快餐连锁（北京）有限公司五棵松店

北京花花椒椒餐饮有限公司

豪丽思（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合胜荣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水谷回转寿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分店

北京尚蜀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聚点辉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牛啤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蓝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梭子猫（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圣地美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分公司

北京恒久常胜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天旺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伊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卿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嗨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川家饮食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云尊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豪尚豪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北京五棵松分店

北京湘福林湘湘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公元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畅小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良膳众品清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分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翠路店

北京艾丝碧西食品有限公司五棵松店

小大董（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店

北京爱之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味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北京听荷雨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佳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二饮品店

北京京西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肥猫玖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松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今特牛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悠优时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峰尚圣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汇贤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牛江仙雅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分公司

北京羲和雅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食尚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彩和坊餐饮有限公司

兰州市城关区阿西娅餐厅北京苏州街食府

北京麒麟雅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海淀桥分店

北京丹棱锦府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二分公司

北京福顺年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美炉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卓越港丽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权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6



北京祥和那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九头鹰知春餐饮有限公司

重庆市泰香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分公司

北京马仕玖煲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创业之路咖啡有限公司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时时乐欧美汇餐厅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七分公司

北京铁木真餐饮有限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度小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大街店

北京蜀味浓火锅美食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丹棱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街分公司

北京灵感之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丹棱街分店

北京水榭坪亭日本料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欣安盛饮品店

北京当代唐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峪茶业有限公司

北京风光老灶麻辣香锅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信达润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丰餐饮有限公司中关村大街店

北京市妙味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双榆树分公司

北京金米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京仪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连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海淀区中关村大街店

北京汇湘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七快餐分店

北京蜀声蜀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水果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四分店

北京唐廊五功饮品店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中关村大街店

北京雅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双榆树铁板烧店

北京燕山大酒店有限公司咖啡厅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双榆树一街店

玛俪琳（深圳）时尚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一宗（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分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双榆树一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双榆树店

天空农场（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小明同学当代餐饮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双榆树店

北京半亩园快餐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知春庆丰包子铺

北京花家怡园汇融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万叶辰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幸福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犟牛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潮鼎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贺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复兴路餐厅

鲜有基参鸡汤

北京游玩天堂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菲丽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熙锅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友谊的巨轮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香江悦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湘北记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多明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甲丁阳餐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知味湘餐饮店（普通合伙）

北京辽宁大厦

北京辽宁大厦

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北京燕山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心正意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餐饮分公司

北京中捌楼雅麒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白家大院饮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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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海昌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使食府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街店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二分公司

北京市西单麻辣诱惑餐饮有限公司中关村大街店

北京大渔西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一分公司

北京山宇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喆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蓝蛙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分公司

河豚小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爱味弘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九本新一餐饮有限公司

二贵食品技术开发（北京）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谷丰源商贸有限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合利屋餐饮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三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路快餐店

北京亨元立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盛福嘉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松本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美味饼业（北京）有限公司科学院南路店

广州真功夫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科学院南路快餐分公司

权味（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科学院南路分公司

北京辽宁大厦

丰台区
北京九头鸟永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天九九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味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万源北路分店

北京德川家饮食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川山湘水酒楼

北京青成摸错门火锅店

北京胜利穆斯林文化中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巴音浩日娲民族餐饮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初色海鲜火锅有限公司

北京金盏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丽泽桥店

北京满满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百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纳百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梦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万丰翠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丰志欣大连海鲜农家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万盛名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莜面村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宴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伊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丰路店

北京征征日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鸿景春餐饮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芳星路店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丰台蒲芳璐分公司

凑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方庄路店

北京呷叁鱻餐饮店（有限合伙）第二分店

北京喆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方庄分公司

北京澳九记餐饮有限公司丰台方庄分公司

北京保泓良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恒尚泰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水木锦堂）

北京星怡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芳星园分公司

北京渝是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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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辛酉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百纳烟台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潮小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馥天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交城山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秦风唐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撒拉花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时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六里桥分公司

北京松子丰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滇之尚品餐饮有限公司

湊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六里桥西店

北京琚家炖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红花大海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丽泽桥店

北京加饭香酒楼六里桥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丰台北路餐厅

北京德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泰恒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潮粥圆餐饮中心

北京鼎徽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江湖一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京谱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盈羽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揪鱼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乐滋（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和谐广场店

北京李家永兴大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麓湘小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南锣肥猫餐饮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隐泉之竹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美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区分公司

北京河塘餐饮管理有限责任

和顺小镇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第二分店

北京年年有余酒楼

北京万丰传统小吃有限公司

北京祥南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旺顺阁二十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冠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三晋风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丰北路餐厅

北京东来顺西四环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古惑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汇丽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江小渔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圆满餐饮中心

北京鲜蛙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奇鱼夫烤鱼店

儒宴国香（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贵饭庄天贵食府

北京鲜潭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湘味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怡秀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正湘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阿丽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局气丁卯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靛厂路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丰管路餐厅

北京草原优品餐饮中心

大汉长悦餐饮管理 ( 北京）有限公司丰台区第一分店

北京天和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城乡食源餐饮有限公司川渝情分公司

北京铜锅故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羊满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靛厂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小屯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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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兴联永同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国贸大酒店

北京椰子泰餐饮有限公司丽泽桥店

北京木易百捞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张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疆湖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澜悦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潮尚辣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鄂色天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航天华盛科贸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招待所

北京市翠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北京云岗老乡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云岗绿叶酒家

北京云岗欣悦雅苑酒家

北京云岗鸭绿江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三十九分店

北京云岗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巴锅蜀味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东铁营芳心园牛肉面馆

北京东铁营青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光辉世纪天天渔港餐饮娱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鹏世纪万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都楼兰食府

北京刘家窑胜利玉林烤鸭有限公司

北京首开鸿云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苏松太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分公司

北京天润恒强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艳萍天外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彩虹人家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枫林轩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福鑫美来酒楼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丰台游泳场餐厅

北京晋老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桥南天悦圆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盛世兴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丰和轩餐厅

北京市北大地皖峰饭馆

北京市朝阳区福顺居快餐厅桥南分店

北京湘红天餐饮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丰台东大街分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区餐饮分公司

北京潮粥荟丰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渔台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丰科好嫂子餐厅

北京丰科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赣悦名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韩时餐饮有限公司第十一分公司

北京汉盟威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宏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兴隆丰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丰科餐厅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丰台第二分公司

北京金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掌勺餐饮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分公司

北京聚焦时光鲜牛肉火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乐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潞久翠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满薄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庆松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石库门上海小笼馒头店有限公司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十二分公司

北京羲和餐饮有限公司丰台区分公司

北京祥鹏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新创小猪小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尹兴德品丰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盈坤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御涮苑清真餐饮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云朵滇酷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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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张洪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喆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丰科路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汉威大厦快餐分公司

关内关外（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店

红果创意厨房（北京）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山西百花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分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达科丰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六分店

北京丰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串梦空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富丰路便宜坊食府

北京意枫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味道花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鸿瑞福祥居酒楼

北京红色盛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怡兴天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百年隋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碧海蓝天商务酒店

北京东兴楼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六里桥餐饮分店

北京丰谷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丰乐满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风光老灶渝川麻辣香锅餐厅

北京郭林家常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丰台第二分公司

北京海水润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韩江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岚山有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老城门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青塔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日日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瑞丰鼎餐饮中心

北京市六里桥玉林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恒旺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西麦郎云涛餐饮有限公司丰台大成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潇湘甲鱼村酒家

北京小屯鸭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兄弟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雪北香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圆缘大成涮肉坊

北京悦品佳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今天假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兰州市城关区阿西娅餐厅北京分部

北京宝食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马家堡餐厅

北京川香蜀渝餐饮服务中心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三环西路分公司

北京禾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家堡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四分公司

北京金百万马家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玉泉营店

北京京城涮爆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同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凯利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马家堡餐厅

北京辣天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利是多餐厅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北京麻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峡谷分公司

北京马家堡晋味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食尚小牛牛餐饮有限公司马家堡大峡谷店

北京市北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凯德大峡谷分公司

北京天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万方苑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马家堡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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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喜乐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右安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亚惠润园餐饮有限公司丰台三分店

北京裕泽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平和时代餐饮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第一分公司

北京一品滇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三环西路店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丰台餐饮分公司

陕乡情 ( 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分公司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马家堡店

北京嘉园一品三笑餐厅

北京柏悦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马家堡分店

北京慈孝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福杯满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义鸿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金炒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和义东里餐厅

北京念祥居炸酱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燕记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真功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区南苑路分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区科丰桥店

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京新发酒店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永旺丰葆路餐厅

北京黄记煌辛未餐厅（有限合伙）

望湘园（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葆路餐饮店

北京香融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乡分公司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北京永旺店

上海赤坂亭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分公司

顺峰饮食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分公司

北京聚豪宏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旺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七分店

北京丰葆路庆丰包子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乡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丰葆路咖啡店

北京全味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葆路店

北京眉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恋日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正皓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快餐分店

北京万柳大碗居酒楼

北京巴方渔香餐馆店

北京江山城春禾家常菜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七分店

北京秦阿婆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西铁营店

北京安记食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昌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晨阳时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城南旧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道道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德泰鸿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丰台槐房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槐房餐厅

北京福聚丰顺小吃店

北京富丰嘉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古槐香园烤鸭店

北京瑰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好嫂子西铁营餐厅

北京合泰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合之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城南嘉园益城园店

北京槐巴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槐房好嫂子餐厅

北京黄记煌丁未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嘉园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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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义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琨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老城京味斋洋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可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年年有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平心大鸭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马家堡分店

北京市侨园饭店

北京蜀香老灶餐饮服务店

北京天外飘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正匠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三十一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马家堡西路店

北京翔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翔达晋阳马西路饭庄分公司

北京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小隐春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新得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分公司

北京艳阳长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亦庄便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槐房店

北京因为湘所以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勇尊阿香快餐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铁营万达餐厅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分公司

茶马禄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东满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铁营分公司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西铁营分公司

盛京薄满园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同心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六分公司

新欧中联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杏花堂（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十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西铁营分公司

北京巴拉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谷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福泰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哈特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太平桥西里餐厅

北京京丰地球港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品味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川渝堂风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荣誉海鲜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素行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桥分公司

北京新悦梦雪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亿丰繁茂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赵氏庆丰包子铺

北京章丘海泰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宏福鑫餐饮有限公司卢沟桥分公司

北京宛平盛世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城南往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翠竹鸿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全百万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白音塔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科力新荣经贸有限责任公司金科力淮扬村饭庄

北京洋旺顺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泰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云岗好时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南宫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一品福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威森在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门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城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福德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海户西里建民饺子城

北京金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阿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洋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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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河南商务酒店

北平三兄弟洋桥（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管氏餐饮（北京）有限公司丰台洋桥分公司

北京渝港小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食尚先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胡胖子有点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玉泉营分公司

北京成福记酒家

北京梦创共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科丰芦月轩食府

北京瑞丰鸿福祥酒楼

北京锦丰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科兴路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科丰路餐厅

北京高山鸿运家常菜馆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二分公司

北京良味香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爱上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花乡大鸭梨烤鸭店

北京东雪鸿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二十一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邻枫路餐厅

北京海派伟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开阳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商都酒店

北京一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菜根香新山城酒楼

北京一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楼中苑海鲜坊

北京右安门外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醉楚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昌德号餐饮店

北京来湘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长辛店红伟火锅店

北京开元盛世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老磨坊豆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麻辣鱼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苔荔园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宫豪特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会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宫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丰科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蜀秀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大董富春山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木樨园桥店

北京枫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光彩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昊汉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合之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外果园店

北京建有百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三环宾馆餐饮部

北京麦阿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十全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为之味餐饮有限公司第五十四分公司

北京香融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美食城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三分公司

北京窑啊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木樨园分店

北京伊星月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余记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三十五分店

金豆角知味（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木兴味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
猫先生（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谋食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分店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阜石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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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风光老灶麻辣香锅餐厅

北京棒约翰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新君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玉泉路店

北京比格圣运餐厅

北京松鹤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玉泉路店

北京鱼味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鲁谷远洋咖啡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玉泉路餐厅

北京优鼎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二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玉泉路餐厅

北京旺顺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阜石路店

北京圣达餐饮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苹果园店

港品轩 ( 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阜石路第一咖啡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一分公司

北京禾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石景山第四十三分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阜石路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顶街餐饮分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苹果园店

北京早春二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九亿升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鸿香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小码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开心凤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丰楼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祺晟西饼有限公司

北京鑫宏伟商贸有限公司仙鸭梨五里坨烤鸭店

北京香茗阁茶艺会馆

北京好味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五味斋涮肉坊

上海巴贝拉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餐厅

北京石啖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羲和小馆餐饮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市西单麻辣诱惑餐饮有限公司鲁谷大街店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路分公司

北京谷田稻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一分公司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路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万达店

北京玛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分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万商花园美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川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石景山阜石路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金顶东街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苹果园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苹果园冰淇淋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七分店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果果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吗哪之家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巴贝拉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北京石景山苹果园店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信恒合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十八分公司

北京旺品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季香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明瑞和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永红豪尚豪牛排馆

北京富墩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洞子分公司

北京通达灵畅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亿顶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店

北京多嘴肉蟹煲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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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骨之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苹果园店

北京满金园餐饮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爱咪悠食品店

北京优果时光饮品店

北京德川家饮食有限责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达美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加新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安峰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德先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戊戌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秦蒙食府

北京蜀味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九亿升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来顺饭庄

北京伊源鼎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伟景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满福居酒家

北京八重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一九一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忆芬芳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清迪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万源尚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杨庄好大嫂面馆

北京京燕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简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俄斯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店

北京生兴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森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沁心萨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渝聚德俯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伊味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苏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扬鸿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福鑫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艾莉丝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心悦合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一快餐分店

北京盛川香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甘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店

北京天水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一分公司

北京同德嘉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八角天外天烤鸭店

北京风光老灶麻辣香锅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棒约翰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八角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八角店）

北京吉日格勒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鲁谷店 

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二分公司

北京宜品海鲜餐饮有限公司

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三分公司

北京景林居庆丰包子铺

北京市北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阿文吉祥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佰味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一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一分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甜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五十分店

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四分公司

北京聚福莲火锅店

北京锅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永乐天外天烤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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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又一斋餐厅

北京李瑞小吃店

北京鲁谷芦月轩食府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大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南合川大酒楼

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一分公司

宝华馨（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三十七分店 

北京慧屺御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江南花园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聚华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山德伟烤鸭店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北京市苹果园大鸭梨烤鸭店

北京忠良福旺居餐饮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碟中碟姐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浏金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联海科技有限公司誉景苑酒店

北京秀甲天下餐饮有限公司

合众时代（北京）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利恒丰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润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沥咕沥咕餐饮有限公司苹果园分公司

北京深海一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富贵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亿客达餐厅

北京九亿升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蜀辣天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那里老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苹果园好大嫂面馆

北京满缘食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畅晚时光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韩景台烧烤城苹果园店

北京农酱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顺意轩越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七十七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莲芳桥餐厅

北京金帆聚鲜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三石鲲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鲁谷大街餐厅

北京良匠世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钟鼎楼食府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百代香传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玉泉路店

北京有品有味台湾美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正仁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优鼎优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七分公司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十六分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鲁谷大街店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鲁谷大街店

北京永辉云创众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田稻香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顶好嫂子餐厅

北京市金顶街大鸭梨烤鸭店

北京市金顶街步步腾飞餐厅

北京良味香餐饮有限公司金顶街店 　

今时宾馆餐厅

北京阳光节季小吃店

北京宇然快乐餐厅

北京盛博餐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顶君达小吃店

北京蒙来香酒家　

北京九亿腾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鑫食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鸿福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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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鼎弘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中础安泰餐厅（田老师）

北京金雁翎饮食中心

北京好味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瓷茗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碧馨香园酒家

北京忆家欢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秀府时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五里坨溪湲垂钓园

北京歌珊香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
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中粮龙泉山庄有限公司

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陈小莫川菜馆

北京宏益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都随意饭庄

北京老娄家饭馆

北京艳杰顺餐厅

北京益悦香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温馨香园肉饼屋

北京福兴顺拉面馆

北京泽润居小吃店

北京朋林福火锅居

北京爱坡苑缘餐厅

北京宏鑫马餐厅

北京梨园东方饭馆

北京泽鑫元饭馆

北京九比一餐饮服务中心

北京缘来四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春飞姐妹火锅店

北京龙泉务富国饭馆

北京晓霞川湘菜馆

北京阔发商贸有限公司聚友四季涮肉店

北京春園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家和春秋餐饮中心

北京建兴阁面馆

北京朋聚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宏运兴隆汽车装饰中心

北京康一锅火锅厅

北京福源佳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古村印象火锅店 

北京福鑫满园饭馆

北京赫凯成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溢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亿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紫金阁酒家

北京盈满居餐厅

北京美仁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爱来客卤煮店

北京义斯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胜誉鸣饺子馆

北京新河站前酒家

北京妞妞家悦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邹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斗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

北京青山水阁餐厅

北京蒙恩饺子屋

北京京西张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色玉华农家乐餐厅

北京祥阳小海餐厅

北京军庄隆祥美食城

北京军庄新兴饭馆

北京天乐园山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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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锦绣塆观光园

北京京西核桃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普拉托农业观光有限公司

北京国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山水依缘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北京虎山居农业园旅游观光处

北京腾午渡假村

北京凤军红樱桃山庄

北京亨美利嘉山水居农家乐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古道景区管理中心

北京龙山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亿小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门营分店 

北京华朗博科技有限公司斋堂餐饮分公司

北京玉龙泰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广电旅游服务中心

北京双龙峡旅游中心

北京佳客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潭柘嘉福宾舍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庆红桃妮餐厅

北京多金伟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宾旺来客栈

北京晋瑞福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家香食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福海树新（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联友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嘉菲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雁翅海涛餐厅

北京慧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顺风斋饭馆

北京槐井石舍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山水风景旅游有限公司

北京俊香水阁餐厅

北京鸿兴园度假村

北京梅坪乐园

北京琨樱谷山庄

北京梁国青小吃店

北京崔世民餐厅

北京京西栖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台锦芝源酒家

北京迎祥顺饭庄

北京嘉士达兴旺餐厅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月季园销售分店

北京嘉士丰宏达餐厅

北京天润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伊马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溪道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谷色谷香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东东乐（北京）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包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创伟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柒兴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隆盛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玉荣新桥炸鸡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滨河路餐厅

北京四季尚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喜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季银盘子餐厅

眉州小吃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滨河路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双峪路店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门头沟区餐饮分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门头沟二店 

北京燕乡新新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名华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桥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七分店

北京嘉士旺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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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士丰发达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门头沟餐厅

东辰佳骏（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云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晨光饭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双峪路餐厅

山东过桥缘餐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北京门头沟双峪路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七十二分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双峪环岛餐厅

北京今天假日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华谷仓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双峪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新桥大街餐厅

北京德月轩餐饮中心

妙山树乐（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丰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锦记潮牛餐饮有限公司

莺月斋（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汇沅中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汇鲜餐饮有限公司

敬净竞（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河滩店 

北京行远自迩蛋糕房

妙山树乐（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松苑小筑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杰作空间酒家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百花饭馆

北京上林轩饭店

北京黄记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二餐饮分店 

北京天润合炀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门头沟分公司

北京品食趣餐厅

北京缘盛居饭馆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五分店

北京来福一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园野香花莲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华雪华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冯村庆丰包子铺

北京尚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顶风针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尚枫糖甜品店

北京京西木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宴桃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南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唐西山餐厅

北京秦大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福兰贵舫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北京馋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轩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二十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创联众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粤色港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众汇坊烧烤城（有限合伙）

北京清淇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龙翔天香石锅鱼酒楼

北京鸿香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店

北京豫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金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一元利友门羊羯子火锅城

北京金天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艺膳珍品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嘉香美味倾城餐饮有限公司门头沟第一分公司

北京鸿景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鱼羊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关中小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香湘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冯石环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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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梧桐实惠居餐厅

北京梧桐楷然饭馆

北京佳美运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可劲赵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爱民胜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青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火车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陈氏小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御丰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乐品盛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禾麦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火乐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门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兴龙致业旅游服务中心 

房山区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八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第二餐饮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四十八分店

北京房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房山政通南路店

北京小隐春记北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渔良瑞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果子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政通南路店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良乡店

北京德纳禹顺餐饮服务中心

北京金生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聚方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青城草堂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鲜味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燕明伟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乡味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良乡西潞分公司

北京洋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窦店林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同顺斋食府

北京学创便捷餐厅

北京金时光饭庄

北京如佳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瓦窑头朝阳饭庄

北京锦绣佳真餐厅

北京紫晶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秋味谷香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四十三分店

北京诚琳顺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源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大窦路餐厅

北京梧桐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顺庆斋饭庄

北京初始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一佳仁面（北京）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厨掌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豆店镇兴朋源饭庄

北京金乐稻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静真轩清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新麦瑜味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泰华芦村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川川麻辣时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宏瑞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窦店多福居饭庄

北京窦店三仁梨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窦店一店

北京田园潇湘码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宸康云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顺风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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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梧桐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豫牛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佳滋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俊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吾德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提香雅园海鲜食府

北京汇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五谷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窦店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窦店餐厅

北京展望辉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幸运时间餐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众食分公司

精神畅饮（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星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华瑞谷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邹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乐福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绿镯晓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顺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兰颖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芮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上品轩和餐饮有限公司房山第一分公司

北京吉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尚等馋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圆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青龙湖水上游乐园

北京天湖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福多居涮肉坊

北京京旺虎威商贸有限公司

生命湖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远清龙湖农家院餐饮中心

北京市爽嘴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青龙湖园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南观大鹏垂钓园

北京天睿庄园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青湖苑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青龙湖双新垂钓园

北京南观英辉饭庄

北京七亩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湘云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圣聚城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君华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之家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泰顺老家肉饼店

北京川兆餐厅

北京海源饭店

首蒲（北京）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领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房山长阳大街店

北京米高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滇池印象长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餐饮分公司

北京海盗猫长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同禾天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鳗步之白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巴贝拉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房山长阳店

北京胜升餐饮店（有限合伙）

北京正皓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第一快餐分店

北京利景洋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丙寅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房山长阳餐厅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长阳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长阳半岛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房山长阳餐厅

北京维德阿香餐饮有限公司长阳餐厅

北京乐美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阳店

长兴味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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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城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二十七餐饮有限公司

港品晟（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堡王 ( 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阳路分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广阳新路店

北京意萨餐饮有限公司第二长阳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八分店

北京布力布力长阳餐饮有限公司

同心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

北京一麻一辣星缘餐饮有限公司长阳分公司

北京潮粥荟兄弟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山分公司

北京同禾道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韩贝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长阳路店

北京百合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乌巢长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湘之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长政南街餐厅

北京百万庄园西式餐饮有限公司第十七分店

北京三碗不过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阳分公司

北京长阳唇辣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田源燚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眉州小吃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长阳店

北京德兴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膳宜坊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山分公司

北京长阳骨之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欢乐避风港餐饮有限公司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长阳分公司

北京岸枫庭休闲茶餐厅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五分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房山长阳餐厅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房山悦盛路咖啡店

北京美食快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山餐饮分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房山第一快餐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长阳镇餐厅

北京味道精灵餐厅

北京永祥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昊天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长阳餐厅

北京红太阳双利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楚天舒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云泽山庄农业观光有限公司

北京张坊吉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张坊吉品轩农家院饭庄

北京都之恋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柿子树农家院餐饮中心

北京聚福居饭店

北京京河建安灯具经销部（新增）   

北京忠意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龙翔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九仙国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宏业凯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相聚青山餐厅

北京银溪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朝翊迎祥农家院饭庄

北京花仙居海鲜酒楼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食品中心

北京食尚居快餐店

北京任性到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裕八方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时来运转餐厅

北京锡林鑫香苑涮肉店

北京福禄荣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明君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晨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祥之洋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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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通正旺快餐店

北京市大光明烤鸭店

北京玉府瑞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铭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周口店龙源有限公司

北京天毓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韩村河溢香锅饭庄

北京盛昕源居餐厅

北京月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韩村河山庄会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老福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乾坤宇餐饮有限管理公司

北京云岚旅游度假山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笔架山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九渡馨雅餐厅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九渡金园饭厅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海悦饭店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九渡金鑫餐厅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天缘餐厅

北京十渡鑫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九渡村浴场饭店

北京金水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富民李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圣辉度假山庄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房山餐厅

北京吉才牛肉面馆

北京稻嘉伟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房山西大街餐厅

北京食百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五谷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平心大鸭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房山分店

北京功德福餐饮有限公司奉先居分公司

北京金福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棒棒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就是这个味小吃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西大街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房山北关餐厅

北京鹏霖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爱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福闻盛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山区餐饮分公司

北京知乐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楚伦滩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房山分店

北京良乡金通商贸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良乡金通商贸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良乡金通商贸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北京聚兄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良乡月华庆丰包子铺

北京鸿喜庄园生态旅游发展中心

北京北潞亿驿西餐厅

北京德久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平心大鸭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良乡大鸭梨烤鸭店

京合蝎（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熙来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卓辰万珍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华伊兄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肯德基有限公司良乡西路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四分店

北京闻香聚友饭庄

北京乔顺祥餐饮管理中心（北京红太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龙鼎鑫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海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种情意巅锅米线有限公司

北京将心守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德禹艺餐（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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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合丽香舍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祥锐国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二月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深海邻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亚太绿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阿上餐饮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品聚成功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良乡一店

北京房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政通南路店餐饮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政通南路餐饮

北京旺顺阁五十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区政通南路店

北京至善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心之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徽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苏松太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分公司

北京天水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餐饮拱辰大街分店

北京丰润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恋衣轩商贸有限公司房山区良乡分公司

北京绚味良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署云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分店

北京我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良乡政通南路分公司

北京好食大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委路分公司

北京避风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分店

北京易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第一分公司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房山第一分公司

甜心时代（北京）饮品有限公司房山区分公司

望湘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区餐饮店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十一店

北京满满韩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区第一分公司

贇点（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双宬餐饮中心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政通南路分公司

北京市渝是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第一分公司

北京美饱饱餐饮中心

北京名优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亿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政通南路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政通南路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政通南路分店

荟聚天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白楼飞耀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房山区北大街分公司

北京宏吉餐饮店（有限合伙）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七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政通南路咖啡店

北京牛角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政通南路冰淇淋店

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房山龙湖分公司

北京京运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建创一品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通州区
北京鼎宴兴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庚辰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棵树餐饮分公司

北京蜀泓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福兰德餐饮有限公司北关店

北京天赐良机家常菜馆

北京潞苑庆丰包子铺

北京金钢烁餐饮中心

北京旺福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世纪恒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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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望湘园（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州餐饮店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北京新华西街分公司

北京蓉旺记成都小吃店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新华西街分店

北京亚太花园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土桥庆丰包子铺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兄弟芦月轩餐饮管理中心通州店

北京东方宾馆

北京佳美阳光餐饮有限公司（徽镇小厨）

北京南洋锦妙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甜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许留山）

三十六味（北京）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艳阳锦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我家餐饮有限公司通州北苑餐厅

活力胡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胡椒厨房）

北京心正意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苑店

（蜀江烤鱼）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

烤鱼分公司

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北苑分公司

北京马驹桥庆丰包子铺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马驹桥店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通州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次渠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八里桥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六分公司

北京友味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乔庄庆丰包子铺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土桥餐厅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乔庄店

北京太阳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梨园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九棵树西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新华大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通州新华北路餐厅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九十七西饼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通胡冰淇淋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翠景北里咖啡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八分店

北京同创庆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新华大街比萨饼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六十二分店

北京通朝庆丰包子铺

北京田源鸡餐饮有限公司通州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土桥中街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胡大街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四十二分店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梨园店

北京东一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一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东一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通州九棵树西路咖啡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渠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石东一路餐厅

北京祯祥餐饮店（有限合伙）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通州北苑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乔庄北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马驹桥餐厅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驹桥店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西总屯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九棵树西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翠景北里餐厅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新华西街店

北京喆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新华西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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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杉乾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渔者料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达美乐比萨饼有限公司九棵树店

北京肠王德诚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美嘉和面馆

北京市新华永祥餐厅

北京安漫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振兴达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通州万达餐厅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八十六西饼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杨庄北里餐厅

北京多呗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五十西饼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马驹桥餐厅

北京漫精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一十三西饼店

北京市汉宁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环浩妙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物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争鲜（上海）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通州第二餐饮分公司

北京八月有你咖啡有限公司

北京闻香乐食品有限公司

鸿儒日丽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正运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马驹桥餐厅

北京天赋快餐店

北京浩鑫之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米娜餐厅

北京市张家湾红玫瑰餐厅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通州第一分公司

北京梨园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分店

北京梨园京百度烤肉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七分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九棵树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梨园店

北京顺意兴达快餐店

北京百姓小磨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御苑顺景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餐厅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中仓店

北京鑫晨嘉禾餐饮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年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年记品质涮坊海鲜火锅分公司

北京泰禾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岚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马桥分公司

北京德玉人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园味时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联佳业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祥和轩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市润海福餐厅

北京隆鹤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福樱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韩品轩餐饮中心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九棵树餐厅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区第二分公司

北京金东徽湘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橘子百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归蜀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锦绣大红食府

北京巴郎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台湖分公司

山西金燕胡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第一分公司

杭州豪尚豪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华联分店

北京麦果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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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天地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三十佳咖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每客美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北京龙山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水西庄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第四餐厅

北京五谷九粥餐饮有限公司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北关店

北京幸福家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路过时光（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奥发金属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德创鸿业超市有限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梨园店

北京漕运龙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仁和盛世烧烤店

北京福兰德餐饮有限公司

小时代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格兰馨悦酒楼

北京静和仁旺小吃店

北京吉原小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合合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龙山村乡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味多美兴通面包坊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六分店

北京宏源南门涮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运河东大街餐厅

北京金掌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小花飘香餐厅

北京大红大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聚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宋庄宏建餐厅

北京斯源鼎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云景芦月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道志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徽忆府饮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一品萃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华联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金福鱼汇水产养殖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洞庭鱼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果园店

北京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北苑店

北京心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开源成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味道之道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鑫生味多美西饼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五十九分店

北京四季民福锦绣润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鱼和鱼的故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翠竹烤鸭店

北京额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杨庄店

北京德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漷县三江饭馆

北京市通州区铁军饭店

京门缘（北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北京木易和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硕果盛源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隋家饭店

北京市高朋满堂餐厅

北京秦晋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之珠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摩卡时光西饼店

北京京润祥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仓苑双友小吃店

北京市惠盈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福兰德餐饮有限公司玉桥东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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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运河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环科中路餐厅

北京东兴楼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通州餐饮分店

北京沸腾人家餐饮中心

北京巡鲜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顺来宏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远大立新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市张家湾汇朋大酒楼

北京景泰庆兴餐厅

北京裕植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石板烤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馨笆海餐饮有限公司通州第四分店

香魁舫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阿九传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品鸭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一绝西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天有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九棵树分店

北京西环玉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满满日茂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福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岚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胜利玉林烤鸭店有限责任公司第七分店

北京鸿福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运河大街餐厅

北京京百度烤肉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运河西路分店

北京九尚烟斗咖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林记老巷子餐饮有限公司宋庄分店

北京市合众鼎餐厅

北京江上渔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优优稻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鑫巴蜀菜馆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食在不一样（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双润火锅店

北京万嘉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麻先生餐饮店

北京联东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分公司

北京果园永奇虾火锅店

北京盛泰宏维金满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蓝西瓜餐厅

北京天隆久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假日村庄食府

北京堂满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牛堡屯锦霞春酒家

北京火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博友和谐涮羊肉餐厅

北京福碧满源餐饮有限公司

徽州水乡（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飞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食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蜀西金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通百顺火锅城

北京天府山城小洞天火锅店

北京鼎盛小叶餐饮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青石板（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瑞祥菜馆

北京四方斋清真饭庄

北京时尚好东东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三秦面庄餐饮连锁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鹤乡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太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千秋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鸿福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吉庆旺祥火锅城

北京通惠火宴山新疆餐厅

北京遇上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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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溢天香（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仪凤轩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老李人家家常菜馆

北京掌勺人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金家老三清真饭庄通州第三分部

北京有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秦正一品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威达豪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漕运码头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马驹桥魏老香火锅店

北京合心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阿娜古丽（北京）美食村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京百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京百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北京善石符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漷县可心美食城

北京市漷县迎欣小吃店

北京满鑫意饭庄

北京穆馨珊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福盛华月五金商店

北京京东渔阳餐厅

北京金百万醉香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液态时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关全有福饭馆

北京岳记驴肉火烧有限公司

北京舒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盛小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百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云汁云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丰祥餐饮中心

北京北方北阳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于氏三合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宏运来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棵树店

北京泰和坊饺子馆

北京市顺其自然饭庄

北京旺福通达超市

北京聚忠味饭店

北京吉宝轩饺子馆

北京金福艺农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清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疆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杭河畔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魁特餐厅

北京掌勺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鼎香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川十七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龙凤伟业餐馆

北京香之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佳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如悦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金羊圈餐饮有限公司

京九老地方（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君怡润家宾馆

北京白水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乐天乐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兴通旺家餐厅

北京成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蓝派之恋紫运婚礼文化有限公司

顺义区
北京北极村餐饮部

北京翰乐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面面是道餐饮有限公司

牧民家园（北京）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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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万家灯火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府前街快餐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八分店

北京双兴盛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德红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光明北大街餐厅

北京旭日东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光明大街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零一分店

北京玉峰瑞香食府

北京聚福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老厨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汉达天顺餐厅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仁和裕龙分店

北京聚品缘老城一锅绿港火锅店有限公司

北京啃壹锅金汉火锅店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金汉家乐饺子馆

北京翠石明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红鑫福餐厅

北京翱翔火锅店

北京利顺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佳居汆花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裕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缘渔港食府

北京华安大酒店分店

北京红城万福烤鸭店有限公司顺义第二分公司

北京华羊钰鑫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北京江边人家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金榜题名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九国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乾晟源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乔波冰雪世界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周妈海鲜饺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宝汭湾砂锅炖餐厅      

北京非梵空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陆缘餐厅

北京弘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韩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很久以前马坡美食坊

开心西院（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绿惠雅餐厅

北京千山马坡烤肉店

北京鼎顺来食府

北京清心居农庄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天波食府

北京市潮白河管理处

北京来洋源餐厅

北京市顺义双聚源饭庄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顺河饭庄

北京圣德鹏原饺子城

北京市木林同心缘饭庄

北京鑫万家灯火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大红果酒楼

北京顺八辣妹饭庄

东竹园宾馆

北京鑫万家灯火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联通典当行野人时代

晟宇金石餐饮管理

北京水门餐饮有限公司

（和庆斋）永顺楼羊蝎子火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马坡餐厅

北京国翼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孙记乡村李桥驴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艳春林江酒家

北京关东人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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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相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云青餐厅

北京市阳光丽城温泉度假酒店

北京明华楼饭庄

北京蔡振生酒楼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百零三西饼店

北京百羊居餐饮客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院万河酒家

北京东港庄园烤鸭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国顺婷餐厅

北京仁合圆通宾馆

北京潇湘甲鱼村酒家湘岸春分店

北京百福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北三缘居饭庄

北京全聚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寺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明珠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佰顺桐苑饭店

北京九鼎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德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园饭庄

北京邹三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顺南家乐饺子馆

北京吉日坊火锅城

北京上一档火锅城

北京康顺九九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大瑞盛鹏餐饮中心

北京大年初一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同济道烤肉店

北京良才餐厅

北京协众国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雅和风尚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蒋忠洞王猪蹄店

北京鼎新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石园红菜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石园南大街餐厅

北京致远九州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忘年串串香火锅店

金紫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爱思乐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零七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集会大街餐厅

北京少公洞豆腐餐厅

北京亲鑫大鸭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肆贰玖麻香吧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本金斗笠韩餐厅

北京韩许庭园餐厅

北京兄弟机车零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星期天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站前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顺义餐厅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咖啡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第二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六分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顺义站前北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顺义新顺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府前街餐厅

北京百福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顺泰乘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新顺南大街店

北京杭帮美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丁亥餐厅

北京江户前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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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金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北京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店

北京顺旺餐厅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分店

北京祥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餐饮分公司

标记（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巴贝拉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店

旺顺阁（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二餐饮分公司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顺义金街分店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第一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一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五分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四分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快餐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站前东街分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新顺南大街餐厅

北京顺成明快餐店（李先生）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新顺南大街店

北京春晖园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顺丽鑫生态观光农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江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昌餐厅

北京青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蜀都怡品火锅店

北京妙星奇特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华轩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豫通顺达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亚文平餐厅

北京湘野食府

北京宏方利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满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九洑地民俗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从元通大餐厅

北京汉丽天饭庄

北京康一品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华安大酒店分店

北京康美辣妹坊餐厅

北京阿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圣骑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顺手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鑫源餐饮连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马坡分公司

北京阿卡故事服务有限公司

蓝色梦幻（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醉爱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徐家世福火锅店

北京崔玉娜餐厅

北京福寿斋回民营火锅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后沙峪餐厅

北京马六甲传奇餐厅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空港店

北京市中家鑫园温泉酒店

国家发改委和改革委员会顺义培训中心

北京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顺义第三快餐分店

北京后沙峪庆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紫荆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欧非堡酒庄有限公司

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麦圣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中盛国际会议有限公司

北京松鹤建国培训中心

新华联丽景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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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董海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国胜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海喇尔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久锅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琪舰假日酒店

北京市新天华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百一十三分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石门店

北京碟成山顺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六九豆浆包子铺

北京醉美天边草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知味道分公司

北京宏城红菜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真功夫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前景路餐厅

北京旭日东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卧龙六号码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五智德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童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亦泽天下小吃店（田老师）

北京九九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义和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遇见斑马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爱味弘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顺义第一分公司

北京草菇三品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天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谷德茂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顺义区第二餐饮分公司

北京航港之佳大酒店有限公司北京临空假日酒店分公司

北京葫芦兄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甲乙丙丁餐饮有限公司南法信分店

北京锦鸿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顺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苗颖竹荪鹅餐饮有限公司顺义分店

北京南法信陈氏红菜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晗盖天下小吃店

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店

北京盛会鑫喜饭庄

北京石门大红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九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福口居美食有限责任公司顺义分店

北京市平顺大红果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阳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顺天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顺香兰酒楼

北京顺鑫中盛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鑫味道酒楼

北京新绿谷渔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鑫汭海鲜火锅城

北京壹串江湖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六九豆浆包子铺

土狼诱惑（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燕发香源海鲜火锅店

北京必胜客披萨饼有限公司顺义石门餐厅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仁和国泰快餐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十六分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顺义二店

北京敬周腾达庆丰包子铺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石门餐厅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石门店

北京市紫光园有限责任公司顺义分公司

北京鑫万家灯火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东方太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宏城国泰分店

北京朋友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苏尼特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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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望潮苑民俗度假村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北京综合服务中心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安酷格拉迪西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圣吗哪餐饮有限公司

欧伯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阿咪祥云（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平咖啡店

北京赛百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珂斯曼（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裕庆路分公司

北京四季和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北京梵盛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井泉餐饮有限公司

蓝蛙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安泰大街分公司 

北京新食潮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米粟米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顺义第一分公司

美墨林（北京）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让我们见个面餐饮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赛百如餐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山河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坦坦大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空港店

北京金咖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悦呈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亨利贞餐饮有限公司

望湘园（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祥云乌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美芋祥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梧桐湘爱尚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吾家有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悦怡餐饮管理能限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

伊豆野菜村（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义第一分公司

北京新视唯美餐饮涌现公司

北京贝可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园景祥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祥云东方苑咖啡店

北京福旺龙顺餐厅

北京聚源朋酒楼

北京隆盛天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三益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晋汉子庄园分公司

北京月牙亮饭庄

北京国宇英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香邑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开心庄园采摘园

北京亨丰财富餐饮中心

北京花留香餐厅

北京嘉逸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金鼎香缘快餐有限公司

北京金珊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霖餐厅

北京楠鑫超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杨镇红菜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芦荡乐园旅游开发中心

北京丹江渔村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国都大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国门翁氏工贸有限公司顺天港宾馆

北京翰仙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粥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黑骑士球员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环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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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杰杰金凤成祥西饼店

北京庆元鼎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锦鸿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辣九源火锅有限公司

北京罗红艺术摄影馆

北京明豪戴斯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如鱼得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邵氏三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蝎梁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渝蜀农家餐厅

北京渝湘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东航大酒店有限公司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竺分店

北京凯盛兴丰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空港豪雅商务酒店

北京蜀国筷乐相婵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国门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香君缘大酒楼

北京味美醇餐饮中心

大兴区
北京市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大兴枣园餐厅

北京陕味基美食坊

北京余生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兴华中路店

北京鑫巴蜀菜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东方藏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村宏盛昌达快餐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兴华大街餐厅

北京锅里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兴华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大兴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九分店

北京黄村笑开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兴龙达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土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大兴店

北京上品元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匹夫火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韩景台烧烤城大兴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兴华胜利玉林烤鸭店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第一分公司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瀛海店

北京醉湘餐饮有限公司灜海分店

北京洪福轩火锅店（普通合伙）

北京雁湖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一陆双赢餐饮店

北京秦仁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一品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瀛海金麦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大兴第一分公司

北京景华苑涮肉店

北京穆和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维景国际会议中心

北京赣富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微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庞各庄薛家营饭庄

北京东顺涮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嘉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庞各庄薛家营长松刷肉坊

北京麦石咕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庞各庄分公司

北京绿野晴川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榆垡君宜好餐厅

北京绿野晴川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榆垡张大嘴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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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沁川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一勺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兴青君义酒楼

北京至上励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东新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山城辣妹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第十八分公司

北京吉祥利餐饮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旧宫店

北京兴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六分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榴乡桥店

北京西贝亦庄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三分店

北京亦庄老门墩京味食府

北京永辉云创众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兴永兴路分公司

北京山宇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黄记煌丁酉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玛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永兴路店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永兴路店

北京悦来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箸珍匙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鱼图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大兴区分公司

北京谌顺昌餐饮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布鲁诺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永兴路店

北京顺和膳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四十三分店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龙湖分公司

北京长鼎欣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御涮苑清真餐饮有限公司大兴第一分公司

北京辉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坦坦大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龙湖兴润店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兴路店

北京我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永兴路分公司

北京喜慧轩餐饮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厚有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二分公司

北京韩时餐饮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北京皖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龙江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珍味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世杰侯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百聚金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九福堂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北兴路咖啡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新城北区餐厅

北京荷香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百川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萨菲星光分公司

北京佳和富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万品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伊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顶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和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兴河永泰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观音寺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村庆丰包子铺

北京金湘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欲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兴味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康庄兰缘拉面馆

北京鑫手勺家常菜馆

北京乐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报喜楼餐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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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缤纷绿地餐饮分公司

北京渝是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北京缤纷城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滇越乘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餐饮分公司

北京兴好味餐饮中心

北京兴和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盛宴人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凑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兴华大街店

北京咏馨阁火锅城有限公司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品臻餐饮有限公司大兴区餐饮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金星西路餐厅

北京火炉工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印象诚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品海乐烹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空港桃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玲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辛龙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阳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八西饼店

北京黄村莫馥达西饼销售部

北京面时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一分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兴餐厅

北京牛不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一分公司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火车站餐厅

北京豆豆香美食餐厅

北京老陕兄弟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黄村玉成小吃店

北京水西庄餐饮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第二分公司

北京静瑜蛋糕房

北京兴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兴明餐饮服务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四十七分店

河北彼尔森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香韵锦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攀达联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膳食餐饮分公司

北京徽派逸品餐饮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五分公司

北京川巴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树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潘帕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星明湖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久峰月季国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国开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九分店

北京来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九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经海二路餐厅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贵园里店

北京东方藏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辉悦天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辉悦天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餐饮分店

北京辉悦天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餐饮分店

北京市东方阳阳快餐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心正意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红门店

北京辉悦天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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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骐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欣宁街店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北京江边城外阳光餐饮有限管理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我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餐饮欣宁街分店

北京德天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西红门店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店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宏福西路店

北京布力布力美时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沸腾鱼乡餐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红门分店

北京信恒合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十六分公司

北京兴旺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紫福餐饮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兴宏福路分公司

北京西红门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区欣宁街餐厅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欣宁大街咖啡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五十三分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欣宁大街分公司

北京避风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西红门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一分店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大兴第四快餐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忠凉路餐厅

北京玛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旧宫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旧宫万科餐厅

北京半点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醉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旧宫店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楠海龙宫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石畅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捷丽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泰兴辉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铭鲜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辰锋虞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芦花路餐厅

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黄村湘情园饭庄

北京盛和轩圣天香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分店

北京谷谷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典子方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店

北京味多美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九分店

北京洪庆玉宁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呷哺餐饮有限公司北京第 188 分店

北京佳合美天面对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巧大嫂紫兰轩面馆

北京与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星西路店

北京川百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棒约翰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大兴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米店南站店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兴餐饮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金星西路咖啡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绿地中央广场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金星西路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绿地小吃城

北京黄记煌癸酉餐厅

北京铁板诱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禾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星西路四十五分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四分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久敬庄路分公司

北京日昌久鑫餐饮有限公司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旧宫分公司

北京炊二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渝信紫龙餐饮有限公司榴乡桥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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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店

北京银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祥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旧宫店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忠凉路店

旧兴味城（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兴龙湖餐厅

北京鱼渔满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区第一分部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永兴路冰淇淋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兴路分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新源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龙湖餐厅

北京妈妈故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永兴路餐厅

北京信恒合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二分公司

权味国际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新源大街分公司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永兴路店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北京骞睿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水来餐饮管理有限服务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新源大街店

北京中福昌旺餐饮店（有限合伙）

北京茗茶优果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米咖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粤来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缘宝善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金辉永胜（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金宇馨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环北路餐厅

儒宴国亦（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六分店

北京绿野晴川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乐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鱼都江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亦庄鑫兴人家餐厅

泡泡米（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凉水河分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旧宫餐厅

北京辣小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第一分店

北京维德是尊餐饮有限公司旧宫分公司

北京黄记煌乙酉餐厅

北京且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红炉焱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翊坤（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小尾羊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忠凉路店 

北京海盗猫旧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新源大街店

北京闲情逸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池田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怡源鸿府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利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店

北京佳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大兴西红门分公司

大汉长悦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苏州福邸葫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忆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左薇宇越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果汁故事大兴第一分公司

上海龙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西红门店

北京澍敬洋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活力胡椒（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大兴分公司

爱尚鲜果（北京）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珍仕菓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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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
北京金鸭坊餐饮有限公司昌平分店

北京广北园小吃店

北京聚逸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鸿福庆丰包子铺

北京温都水城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温都水城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温都水城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印象东坡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鑫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温都水城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温都水城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张先生餐饮中心

北京维客庆丰包子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昌平定泗路餐厅

北京奥北宝迪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泓福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望都庆丰包子铺

北京老诚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六分店

北京风尚艺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湘江鱼港餐厅

北京百汇聚缘餐饮有限公司

老江阿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十一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一宽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南环路店

北京一麻一辣星缘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南环路分店

昌兴味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秦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心正意诚餐饮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

北京蛮横天恩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世峰小吃店

北京炭之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七快餐分店

北京宽店串串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正皓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一快餐分店

北京黄记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十二分店

港品悦（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阿香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昌平第一分公司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环路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分店

新欧中联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纽约客第二西餐分店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南环路店

上海巴贝拉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店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昌平南环路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环路餐厅

北京湖畔牧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滇之辉餐饮有限公司

中石化百川经济贸易公司北京会议中心

北京正兴蜀园饭庄

北京昌平阳光商厦有限公司烤鸭店

北京迎祥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老炮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米兰西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邹三姐餐饮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公司

北京唐人世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昌平餐厅

北京好食特餐饮中心

北京万荣福汇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优密天地餐饮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宇馨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安定金华缘烤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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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巴蜀菜馆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丰茂新辉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尚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元兴达荣餐厅

北京鲁馔川苑餐饮中心

阿娜古丽（北京）美食村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玉金大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远古至今南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唯美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苗颖竹荪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领头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北京三苏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八十五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西关环岛餐厅

老江阿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昌平第十六分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四十六西饼店

京彤轩（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二分店

北京邹三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肖氏敏良涮肉坊

北京正兴蜀园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蜀园小吃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餐厅

北京万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唐人府酒店

北京必胜客披萨饼有限公司昌平餐厅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二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昌平西关店

北京炙城武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十分公司

北京鲁香众利园餐厅

鹤苑儿（北京）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环很久以前美食坊

北京荣盛骐骥烧烤餐饮中心

北京大潮饭庄

北京金肆维玉麒麟餐厅

北京红盛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水萝卜饺子馆西环路分店

北京老江阿泰包子铺昌平北环店

北京向阳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祁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富丽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崔村长顺开农家乐旅游观光园（张士舜）

北京瑶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水上餐厅）（胡锦华）

北京天通苑黄河京都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百福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六店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十六分店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回龙观分店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三快餐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育知东路餐厅

北京回龙观豪尚豪牛排馆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一分公司 

北京同湘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一分店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三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回龙观餐厅

北京祥观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一分公司

一树山（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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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梦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回龙观西街店

北京首开惠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天天木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霍营店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七十五西饼店

北京遇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二十七分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东大街分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小吃店

北京达美乐比萨饼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店

北京回龙观庆丰包子铺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回龙观第三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回龙观二店

北京嘉和一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餐饮分公司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回龙观东大街店

北京康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康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回龙观育知东路餐厅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回龙观西大街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一十四分店

北京匹夫火锅餐饮有限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文华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文华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三旗桥东餐厅

北京小潇湘府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棋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国际温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米粒潮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根为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西三旗餐厅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六分店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北清路店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十九分公司

北京阿香北清路餐厅

望湘园（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清路餐饮店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龙城丽宫国际宾馆（会所中餐厅）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龙城丽宫国际宾馆（会所中餐厅）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清路店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龙城丽宫国际宾馆 ( 宴会厅 )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龙城丽宫国际宾馆(韩日烧烤餐厅)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龙城丽宫国际宾馆 ( 咖啡厅

北京汉狮杰商贸有限公司富金豚餐厅

北京昆泰嘉禾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府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清路餐厅

北京玉丽万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龙城丽宫国际宾馆 ( 意大利餐厅 )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北清路餐厅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三合庄店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农路二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清路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回龙观餐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六分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回龙观东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回龙观东大街餐厅

北京一品三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餐厅

北京盛百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爱集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鸿利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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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轩园小吃店

北京佳诚尚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继续咖啡店

北京畅达餐厅

赵氏川渝餐饮管理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东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清缘世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芙蓉粥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倪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三江芦苇荡苗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席福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杨氏满口留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一品顶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尚百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流村欲来缘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红冶小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厨房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十八分公司

北京吉祥同福酒店

北京蜀中乡情火锅店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南口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四快餐分店

北京亚惠润园餐饮有限公司昌平南口分店

北京水果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一分店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八达岭店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辛路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长城奥莱餐厅

北京万达新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昌平奥莱餐厅

北京川百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二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长城奥莱餐厅

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 商务俱乐部 )

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北京四合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丹丹餐饮管理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缤纷大鸭梨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沙河东餐厅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沙河二店

北京绿洲水乡养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迪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巴蜀龙腾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南丰路餐厅

北京金凤成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沙河三店

北京沙河比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权味国际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昌平白沙路分公司

北京兆丰大草原清真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咱屯子锅台鱼店

北京沙河高教北街庆丰包子铺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沙河餐厅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沙河店

北京月半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锦柏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应付裕如祥和伟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日日当鲜餐厅

北京峰红老京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致醉青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好呀好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百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通苑分公司

北京通贝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百万庄园西式餐饮有限公司第十九分店

北京潇湘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公司

海鸿达 ( 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九分公司

北京合之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满满卷杂粮春饼店

北京昌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披萨有限公司天通中苑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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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天通中苑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通中苑餐厅

北京天通苑豪尚豪牛排馆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通苑店

北京胖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五粒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德川和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贵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立汤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永远爱餐饮有限公司

潍坊太极上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过锅瘾餐饮第一分公司

北京溢云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旺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龙之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一分公司

湊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通苑店

北京昌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望湘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通苑餐饮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天通苑店

杭州炉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昌平第一分公司

北京蟹蟹大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龙德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福鼓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湖汇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西餐厅）

北京金湖汇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中餐厅）

北京御汤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黑六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黑六福餐厅

北京静之湖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静之湖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 西餐厅）

北京汇航桃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御园会议度假中心

北京市阳坊大都饭庄

北京胜利穆斯林文化园有限公司

北京胜利穆斯林文化园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草原牧歌龙泉居羊蝎子火锅店

北京骏马飞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奇御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城南街道分公司 

北京秦唐风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二分店

北京半亩园快餐食品有限公司昌平分店

北京天意扶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博兴宝慧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美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西环玉家餐饮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樱花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汉福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名食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不老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朵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双姊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一诺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望福景餐饮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赛百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乐多港咖啡店

北京旺顺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美食快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昌平餐饮分公司

北京唯你烘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唯你烘焙故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口餐厅

平谷区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平谷新平东路分店

北京阳坊胜利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潮牛崔记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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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满福盛餐厅

北京聚鑫优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蜀香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蜀香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东街天丰餐厅

北京玉天丰酒家

北京瑞蚨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紫东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昊源度假村

北京天容峪美商务服务中心

北京市杜国安旅店

北京东方情饺子城

北京李奶奶玉福手擀面馆

北京奋斗进行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乐享无限快餐店

北京贵都永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和奇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快餐厅

北京正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绿谷金百万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平谷餐厅

北京名门菜根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宏发川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平金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老江阿泰包子铺第三十八分店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零七西饼店

北京胡卢香小吃店

北京海艳庆丰包子铺（三中）

北京江湖饭庄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平谷餐厅

北京鑫兴顺和缘酒楼

北京和平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快餐店

北京鑫诚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谷区餐饮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二店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平谷区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五分店

北京兰海蛋糕制作中心第一分店

北京晨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白鹿万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

北京海艳紫贵庆丰包子铺

崔记串道（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双利金谷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骏隆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盛福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峨嵋园休闲农庄有限公司

北京青山绿水缘餐厅

北京桂通旺餐厅

北京石来缘民旺餐厅

北京博通文涛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青和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齐各庄阿庆民俗餐厅

北京五龙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淘影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吉祥幸福民俗餐厅

北京回故里民俗餐厅

北京兴隆山寨民俗餐厅

北京健哥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金陵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通顺达民俗餐厅

北京聚华缘兴饭店

北京桃乡源民俗餐厅

北京汇泉人家民俗餐厅

北京老崔民俗餐厅

北京谭立臣民俗餐厅

北京郝福全民俗餐厅

北京刁窝张秀华民俗餐厅

66



李俊荣民俗餐厅

北京惠明霞民俗餐厅

北京塔洼餐厅

北京玖粥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康健快乐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莹鑫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晓乐厨蛋糕店

世纪兰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石佛寺迎宾饭庄

馨佳缘食府

北京鲁缘祥羊杂馆

北京京航小吃店

北京妙景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御新源餐饮有限公司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平谷迎宾路分店

北京胡永红小吃店

北京和谐京北小吃店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迎宾环岛店

北京若兰小吃店

华联咖世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平路店

北京甜蜜桐鑫小吃店

北京吉祥红果烤肉店

北京子双小吃店

北京鱼渔满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欢喜茶甜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兰亭御景餐饮有限公司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

龙桃（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己巳餐厅（有限合伙）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四分店

北京悦客来快餐店

北京兰亭聚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宇艾祂小吃店

北京印象楼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餐饮分公司

北京坤钰盈顺饮品有限公司

北京蜜欧果小吃店

北京御鼎飞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湘居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

北京久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平谷华联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平谷华联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顺平路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迎宾街冰淇淋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迎宾街餐厅

北京顺门儿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嘉盛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晓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宏晟东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盛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品皇包子铺

北京火金胜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一家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渔公移山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虾捞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立平林小吃店

北京梦豪小吃店

北京东岭铜锅涮肉坊

北京长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金穆兰马达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瑞福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波丽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鑫顺缘小吃店

北京金佳汇元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潮玉玛丫髻山森林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碧霞源民俗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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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半亩芳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乔华斌民俗餐厅

北京陶广飞民俗餐厅

北京玻璃台勤华民俗餐厅 

北京市土特土饭庄

北京杜玉芹民俗餐厅

北京上营迎春饭庄

北京千寿玉泉楼民俗餐厅

北京范宝成民俗餐厅

北京李先翠民俗餐厅

北京山居小驿民俗餐厅

北京湖山水榭民俗餐厅

北京玻璃台义清民俗餐厅

北京玻璃台小革民俗餐厅

北京福源汇民俗餐厅

北京望湖赏月餐厅

北京望金海湖民俗餐厅

北京育新苑宾馆

北京李秀利民俗餐厅

北京山水文园金海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徐晓爽民俗餐厅

北京付氏吉祥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垄上观湖民俗餐厅

北京金福民俗餐厅

北京祥云祥瑞饭庄

北京芝麻开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渝福宴火锅店

北京盛世良缘饭庄

北京腾龙兴早点部

北京一分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炙尚餐饮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

北京食字路口小吃店

北京川渝老餮小吃店

北京佰源东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三味真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多乐亭餐厅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一店

北京鸿福食缘饭庄

北京吉嘉乡里乡亲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厨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临门百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酒艺吧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乐口顺饺子馆

北京绿谷崔记生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马世俊小吃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平翔路餐厅

北京日松亭狗肉馆

北京市平顺大红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水上渔家丰海鲜酒楼

北京天成宝浩饭庄

北京天赐君运小吃店

北京彤顺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彤鑫莱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百三十三西饼店

北京鑫宇旺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兴云金各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兄弟豆地煮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阳坊胜利兴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优尔餐饮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

北京志珍兴旺酒家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三分店

北京蓝帕中餐厅有限公司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平谷分店

北京皖江世纪快餐有限公司

北京圣水湾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四海顺福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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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
北京通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雁栖湖旅游区开发总公司

北京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易尚诺林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怀柔分公司

北京元亨苑林山庄有限公司

北京栖湖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巴哥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哥大天尧食府

北京市青龙峡旅游度假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百泉仙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幽谷神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鸣谷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宝山寺同军饭馆

北京明进忠农家院旅店

北京天河峪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唐韵分公司

北京福海家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九樨餐厅

北京河家园饭庄有限公司

北京百合乡里乡亲餐厅

北京壶兰团圆餐厅

北京市国泰新座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富宏顺餐厅

北京绿极餐饮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二分公司

鱼米香（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北京天智源培训中心

北京博伟懒羊涮肉店

北京融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鲟香来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卧龙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燕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泰莲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水岸山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老江阿泰包子铺雁栖万方店

老江阿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吉祥九九嘉美食广场有限公司

北京平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品味香居饭庄一店

北京青春在路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雁栖镇餐厅

北京仙翁度假村有限公司

北京山水·好运农庄有限公司

北京鹏鑫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纳百川大酒楼

中青旅山水酒店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雁栖酒店

北京顶秀香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满乡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雁栖岛分公司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雁栖岛分公司

北京金雁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日出东方凯宾斯基国际酒店

北京北控雁栖湖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雁栖岛分公司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雁栖岛分公司

北京老江阿泰包子铺第二十五分店

北京托古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晋湘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三斤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杨宋海英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薇拉快餐店

北京麦路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益田影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影人花园酒店分公司

北京中影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槐杨树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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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菩兰民俗餐厅

北京嘉途民俗餐厅

北京长兴鑫馨阁饭庄

北京蜗牛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柏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白色时空 ( 北京 ) 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老江阿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三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市兴茂隆火锅城

北京宏香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团圆假日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红力生食府有限公司

北京五蕴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银生天天向上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香怡香园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市鸿聚德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怀柔开放路餐厅

北京市京都饭庄

北京悦阳斋餐厅

北京田源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希鹏恒远商贸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合首居酒家

北京庆贤楼香湘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品味香居饭庄

北京吉祥九九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年年香九九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绿都香花村餐饮有限公司香花村海鲜楼

北京百合团圆食府有限公司

北京鲟香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林缘饭庄

五稻香餐饮（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劲马金宴餐厅 

北京金鼎佳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吾食吾客餐厅

北京双阳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市鱼师傅垂钓园

北京京北渔家傲烧烤店

北京渤海鱼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鑫冠龙山庄餐厅

国奥颐悦田仙峪（北京）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慕田峪环岛分公司

北京卡斯谷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三亩园烧烤城

北京顺通虹鳟鱼养殖中心

北京福新缘餐厅

北京玺鸿春饭庄

北京慧封桥梓灶台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牧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靠山屯粗粮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忠正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九渡仙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留意亭饭庄

北京莲池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贵财民俗餐厅

北京晨曦小筑民俗餐厅

北京木家寨民俗餐厅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北京德诚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百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店

北京是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快餐分店

北京满乡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迎宾中路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怀柔府前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怀柔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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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德君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鸿聚德饮食服务有限公司迎宾分公司

北京鸿兆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年年香九九嘉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七分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岳秀敬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怀柔分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区青春路店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怀柔府前西街二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怀柔府前西街二号餐厅

北京青春小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青春路店

北京迎宾大鸭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来熏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康源餐饮管理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万客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午未日式铁板烧有限公司

北京黄记煌丁卯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广世华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蓉志小吃店

北京怀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奉天满圆薄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怀柔店

北京香飘香快餐厅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二分公司

北京黄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万达店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谷田稻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青春路餐厅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怀柔青春路冰淇淋店

北京千尝挂肚餐饮店   

北京兴旺秋麦稻餐饮中心

北京双源聚度假村

北京昕鑫缘民俗餐厅

北京汤河迎客来农家院旅店

北京红螺丽泽民俗店

北京红螺天宇度假村有限公司

北京生存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红螺钟磬山庄

北京金华顺歆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红星旺餐厅

北京源旺民俗餐厅

北京木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龙凤团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欢喜临门美食酒家

北京市实美惠餐厅

北京人合蓄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老江阿泰包子铺第二十二分店

北京丽湖晨发涮肉馆

北京德成家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逢生缘酒楼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川合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来这里小吃店

北京圣里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怀南忠峰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曲家大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利云居酒楼

北京富乐连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宏达顺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和谐团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一善食府

北京云天府酒家

北京乡情家缘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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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
北京北庄干峪沟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北京富水饭庄

北京清水云上民俗饭庄

北京汇源康民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北京泰和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兴路明技术交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冯家峪聚后楼民俗饭庄     

北京广艳居民俗饭庄

北京文祥双乐民俗饭庄

北京雄关聚鑫民俗饭庄

北京河下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烧肉馆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司马大缸酒楼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水镇大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京粤餐厅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雨林餐厅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听泉餐厅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长城书舍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望京楼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古北之光度假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倾城似水酒吧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市集咖啡厅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古北烤鸭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乌镇餐饮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山顶咖啡厅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司水情缘烤鱼吧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古寨火锅城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御舍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威廉埃德加酒店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函谷山庄

北京墨臣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麦语酒店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餐厅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区滨河路分公司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滨河路咖啡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密云南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密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餐厅

北京雨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水族浒记饮食有限责任公司滨河路分公司

北京云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船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滨河路分公司

北京嘉鹏广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店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店

同心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七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北京融百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密云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五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一十一分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店

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店

北京顺口溜餐饮文化连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黄记煌甲辰餐厅（有限合伙）

北京市回龙观阿香餐饮有限公司密云区分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滨河路餐厅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第一分公司

北京多米乐餐饮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北京步步高灶台香餐厅

北京宰相庄淋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三儀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咕咕幸福屯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老江阿泰包子铺第三十五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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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盗猫密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骐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青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荟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地来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檀城来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奇兰奇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福辰肥牛火锅城

北京兴云创新高肥羊火锅店

北京世纪佳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思然火锅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二十分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密云鼓楼南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密云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阳光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密云餐厅 

北京市平顺大红果餐饮有限公司密云第二分公司

北京市平顺大红果餐饮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北京大红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第三分公司

北京众德食府有限公司

北京众德又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阳光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品味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十二分公司

北京嘉味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香喷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大酒店

北京勇宸记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一分店

北京团圆食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祥云雅轩餐饮有限公司

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密云鼓楼东大街分公司

北京品味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品销售分公司

北京庆贤楼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香喷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香喷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金玉满缘饭店

北京品味村饭庄

北京香喷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恒大乾源清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友满堂餐饮中心 

重庆弘蜀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密云分公司

北京豪瑞华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蹄蹄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丰庆德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会象田园饭庄

北京小阿福餐饮中心

京燕楼（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云大都酒楼

北京伟博懒羊涮肉店

北京香园楼美食屋

北京吉乡三宝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红冠巷子深饭店

北京老友季咖啡店

北京鑫鑫丛林饺子城有限公司

北京檀州永和美快餐店二分店

北京淄潼梓鉴饭店

北京悦龙润丰饭店

瑞海姆田园度假村有限公司（中餐厅）

瑞海姆田园度假村有限公司（西餐厅）

北京马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艳瑶蕙食府

北京南山滑雪滑水度假村有限公司

北京鑫博润轩垂钓园

北京南山滑雪滑水度假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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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乡志家缘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美滋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潮白河畔庄园 

北京玫瑰情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玫瑰情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第三餐饮分公司

北京北福兴饭庄

北京泊河畔绿缘种植园

北京春色清香饭庄

广审氏（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三江风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彬天星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彬天星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圣水渔村餐厅

北京市穆家峪依水缘饭庄

北京香村小寨饭庄

北京小树林渔业养殖场

北京奥仪凯源食府

北京市瀚洋度假山庄有限公司

清欢驿站（北京）度假村有限公司

北京馨埊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兴旺顺园餐厅

北京邢海花饭庄

北京众德食府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北京湘香缘饭店

北京雨花庄园家常菜馆

北京和谐家园酒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密云绿化基地

北京清凉谷风景区

北京华赞世外桃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鳞潜羽翔民俗饭庄

北京七彩御道民俗饭庄

北京京太欣蕊小吃店

北京御香阁餐饮有限公司

密云县太师屯青龙阁酒家

北京力维斯白龙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河东渔港民俗饭庄

北京三合民俗饭庄

北京邑仕庄园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北京人间花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金道百佳商贸部

北京金道宏源商贸部

北京珍味轩饭店

北京筷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隆圣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湘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云鼎轩饮品有限公司

北京海湾半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云湖时代会议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高级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溪翁庄印象休闲会馆

北京圣霖荷园美食城

北京金鼎花溪渔香饭庄

北京信远福缘酒店有限公司溪曦分公司

北京点滴时光民俗饭庄

北京欣遇民俗饭庄

北京怡心庄园餐厅

北京金鼎鱼香饭庄

北京密云雾灵山庄

北京市士玉怡合酒家

北京中信雾灵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灵谷苑渡假村

北京根聚地民俗饭庄

北京中盛云水饭庄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金水屯庄园

北京新城子梦缘民俗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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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不老屯新兴饭店

北京宝云峰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不老屯鑫麒麟饭庄

北京不老屯镇正阳饭店

北京豪斯凯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密云县西田各庄龙腾饭庄

北京绿人游民俗饭庄

北京萱迪饭店

北京香村酒家有限公司

延庆区
北京碧隆园农家餐厅

北京碧水幽山农家院餐厅

北京慧源农家餐厅

北京友荣农家餐厅

北京临山溪畔农家餐厅

北京韩艳红农家餐厅

北京青乐农家餐厅

北京宏伟明桐农家餐厅

北京溪水琴音农家餐厅

北京临山小筑农家餐厅

北京馨雅居农家餐厅

北京甜水湾农家餐厅

北京桂云四季农家餐厅

北京西沟润新农家餐厅

北京七里稻香农家餐厅 

北京京琼农家餐厅

北京宸臻农家餐厅

北京云溪潺农家餐厅

北京俊逸阁农家餐厅

北京连凤媛媛农家餐厅

北京十里兰舍农家餐厅

北京美乐家园农家餐厅

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乡韩书青农家餐厅

北京喜乐相会农家餐厅

北京源岭农家餐厅

北京鑫源清苑农家餐厅

北京明净居农家餐厅

北京李凤苹农家餐厅

北京冰川绿谷农家餐厅

北京敬慈阁农家餐厅

北京润清香农家餐厅

北京仙水壶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闫金萍农家院餐厅

北京八达岭饭店有限公司

北京八达岭宏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八达岭军都山酒店

北京八达岭庆丰包子铺

北京婧轩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八达岭餐厅

北京寇记御香焖锅店

北京老窦老董面馆店

北京明航利华农家饭庄

北京塞外村农家餐厅

北京市宋建炜农家餐厅

北京温馨满钢农家院餐厅

北京寻碟庆丰包子铺

北京长城旅游公司妫川长城老北京炸酱面店

北京百里韩舍农家餐厅

北京市延庆区千家店镇石淑梅农家餐厅

北京梅玉田园农家餐厅

北京京西北乡居农家院餐厅

北京滴水人家农家餐厅

北京四路聚饭店

北京舜华园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味源楼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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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雅彩云农家院餐厅

北京妫川好味道饭店

北京吴胖子川菜馆

北京建琴京庆园羊羯子火锅店

北京芙蓉水乡湘餐馆

北京妫川常来聚面馆

北京韩北江原面馆

北京依然响当当火锅店

北京梦鑫城火锅餐厅

北京金诚草原肥羊城

北京市九州宾馆

北京傲龙农家院餐厅

北京汤仙缘农家院餐厅

北京市延庆县物资总公司招待所

北京百路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留海阳农家院餐厅

北京龙庆峡农家乐民俗餐厅

北京农院含秋农家餐厅

北京农色农香民俗饭庄

北京小刘民俗饭庄

北京市旧县羊蝎子火锅店

北京老田家饭庄

北京双喜宏达餐厅

北京银星德福饭店

龙泉汇（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延庆分公司

北京百合惠多农家餐厅

北京望山楼农家餐厅

北京希斯克农家餐厅

北京声屏苑培训中心

北京栖柳园农家餐厅

北京和花园农家餐厅 

北京域清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乡里乡亲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永宁冬梅小吃店

北京娜时光饮品店

北京常明火锅店

老江阿泰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延庆分公司

北京香源美滋滋饭馆

北京都燕马兰拉面快餐店

北京汇百客汉堡居

北京君信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国杰餐厅

北京金色麦屋小吃店

北京隆府农家餐厅

北京知恩山西面馆

北京市妫水北街马兰拉面快餐店

新华家园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长白情大年初一农家院餐厅

北京鑫增元大厨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福满兴羊蝎子火锅店

北京百莲味美酒楼

北京御馥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阁烤肉坊

北京国府一品肥牛火锅城

北京百莲味香酒楼

北京市图常园餐厅

北京誉兴隆餐厅

北京灿烂一族快餐店

北京新意庆丰包子铺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延庆妫水北街餐厅

北京鑫海涛餐厅

北京田源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育新餐厅

北京市延庆区饮食服务总公司同祥酒店

北京龙隆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隅八达岭温泉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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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妫川佳宜餐厅

北京全味轩餐饮中心

北京妫川华奕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四溢芳香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延庆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延庆贰号餐厅

北京雪蜜辉辉饮品店

北京唯香唯美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佰顺坊餐厅

北京洛神之恋餐厅

北京候石明快餐店

北京亚超小吃店

北京歆妍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妫川蒙香原火锅城

北京兰天宫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鑫尚品龙源骨头饭庄 

北京妫川金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妫川京味斋酒家

北京姚城一锅火锅店

北京圣水大铜锅涮肉坊

北京忆乡情铁锅炖鱼饭店

北京芙蓉花香湘菜馆

北京阳光一族快餐店

北京惠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望杰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五分店

北京合喜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荣国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县饮食服务总公司同丰酒店

北京市中银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县职业高中育新宾馆

北京老闫靓马饺子馆

北京市鼎泰楼烤鸭店

北京家福满座韩式火锅城

北京和顺腾达小吃店

北京皖江红火小吃店

北京宴桃园火锅店

北京孙亮削面馆

北京裴国民火勺店

北京李记顺祥饸饹面馆

北京程记牛肉板面馆

北京俊杰餐厅

北京百味居烧饼店

北京京冀一家人小吃店

北京尚上涮火锅店

北京杜建兵铁锅焖面餐馆

北京聚祥源快餐厅

北京玖拾陆号餐厅

北京悦林盛兴餐厅

北京顺时兴快餐厅

北京康庄朋祥聚驴肉馆

北京厨壹私房菜餐厅

北京美香千里馄饨店

北京响当当火锅店二分店

北京咔咔麦小吃店

北京乡情快乐小吃城

北京贝莉欣小吃部

北京食吧吉麻辣烫小吃店

北京润阳楼火锅城

北京全家聚福粥饼店

北京立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建国红如火农家院餐厅

北京怡康苑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鸿运西来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健龙祥合生态农庄

北京喻海庄园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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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鸿盛庄农家院餐厅

北京希若洋农家餐厅

北京市延庆区饮食服务总公司同凯酒店

北京井庄柳沟纪秋艳农家餐厅

北京唯香唯美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永强食乐小吃店 

北京曼可基美式快餐厅 

北京顺口飘香快餐厅 

北京关北美味农家饭庄

北京烘焙时光手工烘焙蛋糕房

北京锡蒙火锅店

北京北方西口家常菜馆

北京香食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客站餐厅

皓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丰裕成就餐厅     

北京天天好面快餐厅北京食惠八方餐饮有限公司（李先生牛肉面）

北京泰和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金域正德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李先生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莲花池东路一分店餐厅

北京吉祥瑞雪牛肉面馆

北京殷实食品有限公司 ( 二楼 )  

北京西站南广场麦当劳餐厅 

北京麦当劳广安路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西站南广场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西站北一出口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羊坊店餐厅 

天安门分局
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

希杰多乐之日（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景运门分店

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冰窖服务区餐厅

北京新天苑快餐管理有限公司天安门广场店

北京天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安门全聚德烤鸭店

北京天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安门东来顺饭庄

燕山分局
北京燕山星城青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市福口居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燕山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七分店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燕山餐厅

北京燕化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晟泰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水岸童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燕山小丽都蛋糕研究发展中心

北京美丽都面包房

机场及保税区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南苑机场一号餐厅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荣华南路第二分公司

望湘园（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亦庄餐饮店

北京大素行者餐饮有限公司

贝拉吉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五分公司

北京祥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铁路车站直属分局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西站北广场店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西客站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广莲路店 

肯德基西客站南广场 2 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客站店 

北京正亿合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站南广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站北广场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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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雅都杰丽面包房

北京聚友双益餐饮中心

北京燕山春阳园酒楼

北京锦绣怡园美食城

北京聚时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大谷天山美食城

北京世纪德兰饭馆

东城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王府井餐饮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外大街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外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新桥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王府井三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平里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幸福大街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餐饮分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第二餐饮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安外大街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东四十条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二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六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八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二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三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零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八十一分店

湊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大街店

北京刘兰萍庆丰包子铺

北京阿福阿香庆丰包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广渠门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东单庆丰包子铺

北京盛鑫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地坛包子铺

北京壶海庆丰包子铺

北京东直门庆丰包子铺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和平里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金宝街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崇文门外大街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第二分公司

北京金豪嘉诚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第二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第三分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分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崇文沙子口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东四十条餐饮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木樨园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交道口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直门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幸福大街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站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直门外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站二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站三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天坛东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南锣鼓巷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天坛东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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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光明楼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安外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东直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木樨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前门东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站前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京站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花市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光明楼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崇文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前门步行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王府井建华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世都百货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东单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磁器口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宽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雍和宫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白广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白纸坊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坛东路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分公司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东直门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珠市口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王府井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红桥眉州小吃城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金宝街王家渡火锅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哈德门店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鲜鱼口店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新世界店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幸福店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玉蜓桥店

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永定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东四十条店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玉蜓桥店

北京壹条龙清真餐饮有限公司锦芳小吃店

北京壹条龙清真餐饮有限公司前门锦芳食苑

北京壹条龙清真餐饮有限公司鲜鱼口锦芳小吃店

北京锦馨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力力豆花庄

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鲜鱼口力力餐厅

北京壹条龙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御膳饭庄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功德林素菜饭庄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东安饭庄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来顺华龙街饭庄

北京东来顺前门饭庄有限公司

天安门东来顺

西城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德外餐饮分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甸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街口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连道南街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西天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外大街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直门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环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华餐饮一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连道餐饮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阜成门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白广路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复兴门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新街口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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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三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一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一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五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九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二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六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四十八分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红莲南路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安德路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白塔寺店

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木樨地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七剧场路店

北京前门庆丰包子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白纸坊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民源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庵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营房店

北京凯德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西安门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新街口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座桥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红罗厂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鼓楼西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海店

北京方圆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玉桃园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南小街店

北京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天坛东门店 

北京旺源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宏达庆丰包子铺

北京同和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同春园饭店

北京同和居食府 

北京京饮马凯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惠丰酒家

北京惠丰酒家涮肉馆

北京惠丰酒家门钉肉饼店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七剧场路店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外南街店

北京华天京韵护国寺餐饮有限公司红莲店

北京市希福装璜公司西黄城根南街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希福装璜公司南草厂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希福装璜公司佟麟阁路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希福装璜公司新街口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市希福装璜公司爱民街京饮华天肉饼店

北京湘林洞天酒楼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城有限责任公司西单新川面馆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城有限责任公司北营房新川面馆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城有限责任公司月坛新川面馆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城有限责任公司阜桥新川面馆

北京市月中月购物城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门新川面馆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号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号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阜外店

北京市香妃烤鸡快餐有限责任公司西单二分公司

北京市香妃烤鸡快餐有限责任公司西单四分公司

北京市香妃烤鸡快餐有限责任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阜外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新外大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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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复兴门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便门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南菜园店

北京众祥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城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城第二分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广安门外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宣武门外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西单餐饮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虎坊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红莲南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复外大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阜成门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积水潭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西单君太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金融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广莲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新街口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积水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直门外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马甸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金融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地安门餐厅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虎坊桥店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南礼士路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阜成门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大栅栏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阜成门快餐店

北京瑞德城酒楼

朝阳区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三里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垡头西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甜水园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清苑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朝阳路二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来广营东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四惠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左家庄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三元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朝阳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苇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杨闸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科荟路二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朝阳北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太阳宫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三间房东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朝阳北路二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姚家园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来广营西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国家体育场南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湖南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安贞门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劲松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双井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东大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三丰里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亚运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湖景东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北苑未来客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香江北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酒仙桥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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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广顺北大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星河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常营中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慈云寺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太阳宫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东直门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双桥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惠新西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科荟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屯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北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青年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劲松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百子湾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团结湖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管庄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潘家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樱花园东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京通新城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管庄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朝阳北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石佛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甘露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慈云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姚家园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朝阳新城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双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科荟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辰东路二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黄寺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和平西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木偶剧院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安贞桥东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肖村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香江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双井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劲松中街快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建国路华贸城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太阳宫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东大桥快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蓝桥商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团结湖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朝阳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甜水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酒仙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酒仙桥二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弘燕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垡头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松榆里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十里河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潘家园餐厅

海淀区
北京丰茂时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丰茂鸿运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翠微路第二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三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蓝靛厂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宣武门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田村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路居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季青路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三环北路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定路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联想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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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地六街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丹棱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柳中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圆明园西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远大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肖家河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翠微路第二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永定路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中关村第二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成府路分店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北三环西路分店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西苑店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文慧桥店

北京旺顺阁二十五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魏公村鱼头泡饼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二十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旺顺阁三十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零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八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三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六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一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九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十七分店

湊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淀黄庄店

北京双清路庆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安宁庄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西二旗庆丰包子铺

北京百旺庆丰包子铺

北京安河桥北庆丰包子铺

北京安利广庆丰包子铺

北京汇亿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大钟寺包子铺

北京宝胜庆丰包子铺

北京万柳中路庆丰包子铺

北京金源庆丰包子铺

北京田村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北太平庄包子铺

北京明光庆丰包子铺

北京太月园庆丰包子铺

北京五路居庆丰包子铺

北京美丽园庆丰包子铺

北京晴香斋庆丰包子铺

北京学清庆丰包子铺

北京藏风得水庆丰包子铺

北京军乐庆丰包子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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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华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北三环西路包子铺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二旗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健德桥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五棵松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双榆树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三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十五分公司

北京东顺永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梭子猫（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十七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十一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七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十八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五分公司

北京香嘉盛景餐厅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十六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二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三分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海淀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上地第二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北太平庄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西苑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大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大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善缘街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蓝靛厂南路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东路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西三环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分钟寺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悦秀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西站北广场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苏州桥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上地东二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西苑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香山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前屯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学清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志新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甘家口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华清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远大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上地十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农大南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信息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温泉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上地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双榆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西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安河桥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希望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五道口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中关村广场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清河中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清河二号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城乡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文慧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五棵松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白石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航天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五棵松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马连洼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清河桥东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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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双清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明光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信息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宫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安河桥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双榆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板井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花园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牡丹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知春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花园北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学清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成府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学院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学清路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清河镇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清河镇快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永泰庄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文慧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白石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永定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复兴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客站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站北广场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二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三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七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七分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伸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润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鑫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田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同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尚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棵松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街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路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道口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建德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府路店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大钟寺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五道口康师傅牛肉面馆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万柳中路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关村南大街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清河中路餐饮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海淀杏石口路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西直门文慧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万柳中路小吃店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航天店

北京瑞福都一处快餐管理有限公司学院路快餐店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紫竹桥饭庄

北京顺风顺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路居分公司

北京金源丽餐饮有限公司五道口

丰台区
北京亿丰繁茂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宋家庄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三环西路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北路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青塔西路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红门西路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四环西路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草桥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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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客站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首经贸北路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右安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滋味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二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三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四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科兴路分店

北京西贝莜面村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旺顺阁二十一餐饮有限公司

旺顺阁（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旺顺阁三十一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二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八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二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三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四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三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六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零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三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四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三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零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八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三十七分店

湊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六里桥西店

北京红保庆丰包子铺

北京石榴园庆丰包子铺

北京市赵氏庆丰包子铺

北京云岗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晓月庆丰包子铺

北京兴源庆丰包子铺

北京岳各庄庆丰包子铺

北京右安门外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庆丰开阳路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义和庆丰包子铺

北京丰葆路庆丰包子铺

北京东高地庆丰包子铺

北京汇鑫庆丰包子铺

北京新华街庆丰包子铺

北京四伟庆丰包子铺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丰台槐房分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大成路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南苑路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五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十四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四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一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九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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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十三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十分公司

北京味妙世界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七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二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三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第六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丰台第二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洋桥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万源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槐房西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槐房南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三环东路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宋庄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分钟寺餐厅

北京丰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和谐广场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花乡奥莱餐厅

北京必胜客万丰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青塔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方庄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马家堡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公益西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洋桥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槐房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蒲芳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宋家庄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红门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樊家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丰北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成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马官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南苑机场一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南苑机场二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公益西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槐房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和义东里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红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新发地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罗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红门西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六里桥南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青塔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小屯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梅市口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靛厂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和谐广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丰北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丰台镇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万芳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南四环西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花乡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花乡奥莱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丰台路口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云岗西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云岗贰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客站南广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客站南广场二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南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马家堡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右安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丰管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铁营万达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杜家坎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方庄快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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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光彩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蒲黄榆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方庄桥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成寿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宋庄路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二十三分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北路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源路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成路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科兴路店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邻枫路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丰台游泳场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丰台东大街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红门西路小吃城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富丰路便宜坊食府

北京亦庄便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槐房店

北京方庄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

涮局京典火锅（丽泽桥店）

北京伊星月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家堡

北京金沙天天餐饮有限公司世界公园

西四环东来顺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七分店

石景山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顶街餐饮分公司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阜石路店

北京旺顺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一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四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七十七分店

北京景林居庆丰包子铺

北京壶林庆丰包子铺

北京壶山庆丰包子铺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景山第一分公司

北京万源尚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甘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鳗鳗的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石景山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八大处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玉泉路二号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鲁谷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金顶东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八大处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万商大厦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玉泉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莲芳桥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一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一分公司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石景山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阜石路分公司

门头沟区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七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零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零五分店

北京冯村庆丰包子铺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门头沟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双峪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新桥大街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双峪路店

房山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良乡餐饮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阳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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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西大街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星街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阳二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拱辰南大街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餐饮一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山餐饮分公司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阳店

北京旺顺阁二十七餐饮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四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四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八分店

北京城关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逸源包子铺

北京兴房庆丰包子铺

北京吉顺风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良乡玉竹园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洪运包子铺

北京良乡月华庆丰包子铺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房山政通南路店

北京嘉苗成长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良乡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房山西大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房山绿地新都会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房山长阳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燕山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窦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良乡西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拱辰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良乡长虹东路餐厅

通州区
北京九龙朝服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餐饮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棵树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桥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棵树餐饮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新华大街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百四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七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百四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四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七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百八十九分店

北京梨园庆丰包子铺

北京马驹桥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瑞都包子铺

北京半壁店庆丰包子铺

北京潞苑庆丰包子铺

北京乔庄庆丰包子铺

北京土桥庆丰包子铺

北京庆丰宏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美粥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友味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红杉乾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州区第二分公司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通州第一分公司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长阳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房山长阳餐厅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房山长阳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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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九棵树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九棵树西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东石东一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潞苑南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次渠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九棵树东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梨园南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州新华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通胡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环科中路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六分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驹桥店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棵树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北京鼎宴兴顺餐饮有限公司通州

顺义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府前街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仁和国泰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快餐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顺南大街餐饮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一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零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五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八十六分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新顺南大街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顺义石门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站前东街分公司

北京渝湘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顺义区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顺义快餐分公司

北京真功夫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贯通路快餐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顺义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集会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贯通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前景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顺义新顺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新顺南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石园南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光明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光明北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站前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石门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府前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后沙峪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顺义马坡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四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大兴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亦庄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春和路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红门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兴第一餐饮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四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五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零一分店

北京家圆庆丰包子铺

北京兴华庆丰包子铺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大兴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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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西红门二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忠凉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经海二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宏福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兴华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枣园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旧宫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旧宫万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兴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火神庙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西红门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兴区欣宁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大兴兴华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龙湖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龙湖二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火车站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区欣宁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新城北区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旧宫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兴华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兴火神庙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二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而是三十四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二十五分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康庄路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兴宏福路分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赢海店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便宜坊贵园里店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瀛海店

昌平区
北京丰茂新辉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丰茂世纪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快餐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龙观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二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立汤路餐饮分公司

北京通贝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餐饮分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公司

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立汤路店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六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四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一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弟一百二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一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八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八十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二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十八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九十六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六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六十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七十一分店

湊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通苑店

北京望都庆丰包子铺

北京鸿福庆丰包子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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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通西苑庆丰包子铺

北京鼓楼庆丰包子铺

北京天通东苑庆丰包子铺

北京天通苑庆丰包子铺

北京沙河庆丰包子铺

北京祥瑞众和庆丰包子铺有限公司

北京回龙观庆丰包子铺

北京维客庆丰包子有限公司

北京庆丰世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南环路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天通中苑店

北京东方饺子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回龙观建材城西路店

北京五禾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二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八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一分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第七分公司

北京张先生餐饮中心

北京将太无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立水桥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沙河东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立汤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文华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环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昌平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天通苑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昌平鼓楼南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昌平鼓楼南街二号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育知东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口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生命科学园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昌平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天通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天通中苑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长城奥莱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昌平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立汤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回龙观东大街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回龙观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北清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西三旗桥东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回龙观东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南丰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西关环岛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东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鼓楼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昌平南丰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南口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长城奥莱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通西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通北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平西府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天通中苑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文华路餐厅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十三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十九分公司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平路店

北京德克士食品有限公司南口康师傅牛肉面馆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回龙观二店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天通苑店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回龙观西大街小吃店

东来顺乐多港店（北京天意扶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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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文化园西路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康定街餐厅

北京亦庄便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荣华南路店

平谷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一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三店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二店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平谷餐饮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三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零五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三十八分店

北京海艳庆丰包子铺

北京海艳紫贵庆丰包子铺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平谷华联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平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平谷华联餐厅

怀柔区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店

北京西贝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区青春路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九十四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二十七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七十九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三十八分店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怀柔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迎宾中路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怀柔府前西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府前西街二号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开放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怀柔国泰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怀柔万达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怀柔雁栖 DT 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第二分公司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怀柔第一分公司

北京来熏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密云区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北京西贝一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二百九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一十一分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三百二十分店

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店

北京豪瑞华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佳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密云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密云鼓楼南大街餐厅

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阳光街餐厅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密云滨河路餐厅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延庆区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百四十五分店

北京八达岭庆丰包子铺

北京寻碟庆丰包子铺

北京新意庆丰包子铺

北京鑫海涛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延庆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八达岭餐厅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延庆贰号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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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城区 
1. 东城区崇外国瑞城

2. 东城区北新桥街道

3. 东城区东花市所

4. 东城区王府井新东安广场

5. 东城区王府井东方新天地商场

6. 东城区王府井王府中环

7. 东城区王府井新燕莎购物中心

8. 东城区王府井百货大楼

9. 东城区东直门瑞士公寓

10. 东城区金宝街

二、西城区
1. 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美食街

2. 西城区广外美食街

三、朝阳区
1. 朝阳区大屯

2. 朝阳区麦子店蓝色港湾

3. 朝阳区东湖

4. 朝阳区颐堤港购物中心

5. 朝阳区财满街

6. 朝阳区金地广场

7. 朝阳区凤凰汇商街

8. 朝阳区蓝岛美食一条街

四、海淀区
1. 海淀悦茂购物中心

2. 五彩城 5 层

北京市阳光餐饮示范街 ( 区 ) 名单
3. 上地华联 4 层

4. 中关村科技园区学院园

5. 优盛大厦 5 层

6. 花园路美食街翠微院内

7. 枫蓝国际购物中心

8. 阜成路北侧餐饮街

9. 首体南路美食街

10. 羊坊店翠微百货餐饮街

11. 华宇时尚购物中心

12. 海淀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五层

13. 海淀区京粮广场

14. 海淀区华联购物中心肖家河店

15. 海淀区北京大学

五、丰台区
1. 丰台区方庄餐饮街

2. 丰台区永旺梦乐城

3. 丰台区大成路餐饮一条街

4. 丰台区银座和谐广场

5. 丰台区恒泰广场

6. 丰台区千禧商业街

7. 丰台区大峡谷凯德茂

8. 丰台区西铁营万达广场

9. 丰台区槐房万达广场

10. 丰台区丰桥路（三环新城）

六、石景山区 

1. 石景山区八角当代鼎城

2. 石景山区八宝山物美沁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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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门头沟区
1. 门头沟区北京乐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壳童乐汇

2. 门头沟区嘉诚嘉信国际物业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熙旺中心

3. 门头沟区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

龙兴南二路 7 号院 7 号楼《梧桐苑 7 号院一条街》

八、房山区 

1. 房山区龙湖天街

2. 房山区知止广场

九、通州区 
1. 通州区芙蓉路

2. 通州区怡乐中路

3. 通州区云景东路

4. 通州区小堡商业街

5. 通州区物资学院路

十、顺义区   

1. 顺义区仁和食药所国泰宏城

2. 顺义区绿港家园京汉餐饮街

3. 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曦路

十一、大兴区
1. 大兴区绿地缤纷城

2. 大兴区世界之花假日广场

3. 大兴区住总万科广场

4. 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荟聚购物中心

十二、昌平区 

1. 昌平区城北街道南环路

2. 昌平区城南所乐多港三层

3. 昌平区回龙观阳光餐饮街区（万科）

4. 昌平区回龙观阳光餐饮街区（西大街华联）

5. 昌平区南口所奥莱

6. 昌平区天北所华联商圈

7. 昌平区天南所龙德广场 5 层

8. 昌平区霍营所回龙观东大街

十三、平谷区 

1. 平谷区华联商业圈

2. 平谷区兴谷街道办事处

十四、延庆区
1. 延庆区康庄镇兴隆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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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清水镇黄塔村
昌平十三陵镇仙人洞村
延庆大庄科乡铁炉村

北京市阳光餐饮示范村名单
怀柔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
怀柔汤河口镇后安岭村
平谷黄松峪乡刁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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