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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房租补贴书店名单
（拟定）

序号 区 书店名称 申报单位

1 丰台 翻翻书·书店 北京红硕文化传媒公司

2 丰台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北京第一法律书店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3 丰台 老槐树下的书店 北京老槐树下的书店有限公司

4 石景山 悦闻书院 北京悦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 石景山 文社书店 北京文社天地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6 石景山 全民畅读艺术书店（首钢店）
北京全民畅读高炉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7 石景山 全民畅读书店（朗园店） 北京全民畅读朗园文化有限公司

8 延庆 年轻之光儿童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 延庆 年轻之光共享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延庆 年轻之光学生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 延庆 彩虹阶梯书店 北京伊路智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2 延庆 芒果 24h 文创书店
芒果未来（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

13 密云 乐舞乐读 北京乐舞艺术培训中心

14 怀柔 喻米书店 北京喻米绘科技有限公司

15 怀柔 喜阅書店 北京新美运宁图书有限公司

16 怀柔 益智书店 北京益智图书有限公司

17 怀柔 糖果儿书屋 北京糖果街商贸有限公司

18 东城 社科书店 北京社科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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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东城 世知书店 北京世界知识书店有限公司

20 东城 善缘书舍 北京百年善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1 东城 慧之源书店
北京丰慧之源文化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22 东城 布衣古书局
北京布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东城分公司

23 东城 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24 东城 更读书社 东城隆福寺店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25 东城 紫金城市书院 东方紫金（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26 东城 北京乌兰花书店 北京乌兰花商贸有限公司

27 东城 PAGEONE 花园胡同店 北京百灵鸽书店有限公司

28 东城 南锣书店
北京新华阅生活文化中心

有限公司

29 东城 文沁阁书店
文沁阁文创（北京）书店

有限公司

30 东城 国图书店（中粮置地广场店）
熙象景云（北京）文化服务

有限公司

31 东城 做書 北京聿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 东城 雍和书庭 北京小众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3 东城 北京博文书社 北京博文书社

34 东城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有限公司

35 东城 新华书店和平里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36 东城 灿然书屋 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

37 东城 东单医药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38 东城 法观 人民法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39 东城 新华书店崇文机关服务部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40 东城 中国书店灯市口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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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东城 PAGEONE 王府井 apm 店 北京百灵鸽书店有限公司

42 东城 码字人书店和平里店
码字人指南（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43 通州 渊集书店 北京渊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4 通州 更读书社 通州大稿店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45 通州 希望之弦书店（怡乐中路店） 北京大象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46 通州 燃灯书坊 北京肆叁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7 通州 成长空间书店
茁壮成长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

48 通州 运河书院 北京杨氏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49 通州 阅青山书店（米开店） 阅酷（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 通州 远风唐书式生活 北京远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1 通州 北京上善堂书屋 北京上善堂商贸有限公司

52 通州 春风在书店
享悦空间（北京）国际文化

有限公司

53 通州 北国风书店
北国风（北京）图书

有限责任公司

54 通州 怡怡学堂 北京知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5 通州 希望之弦书店（玉桥西路店） 北京希望之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6 通州 锦熹大运河故事书店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7 亦庄 蔚蓝书店 三万英尺（北京）商业有限公司

58 大兴 予果书店
索格（北京）国际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59 大兴 中信书店大兴机场 B1 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60 大兴 中信书店大兴机场 B2 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61 大兴 华美书店（丽园路店）
北京爱心华美图书音像

有限责任公司

62 大兴 华美书店（黄村西大街店） 北京爱心华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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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大兴 更读书社 大兴绿地缤纷城店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64 昌平 一个书店 爸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5 昌平 法大书店 北京法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6 昌平 MPK 黑胶书店 北京肆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7 昌平 雨枫书馆 速铂馆 北京翰林百汇书店有限公司

68 昌平 泰康书店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69 昌平 又见书店 又见书店（北京）有限公司

70 昌平 上海三联书店·微言小集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1 昌平 通达锦园书店
北京回龙观通达锦园商贸

有限公司

72 昌平 纸老虎北店时代广场店
北京纸老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北店时代店

73 昌平
时间童书 In book

儿童书店·会员店
北京时间童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4 平谷 学生书店 北京美佳美佳图书有限公司

75 平谷 美利美图书城 北京美利美图书有限公司

76 平谷 大众书店 北京艺融锦程商贸有限公司

77 平谷 云里书屋 北京杰希图书有限公司

78 平谷 馨馨然书屋 北京馨馨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9 平谷 馨馨然书屋（爱寻店） 北京爱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0 平谷 博雅品一书苑 北京博雅品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1 平谷 青丙拾光 北京青丙拾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2 平谷 楚风书店 北京楚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3 平谷 三行拾光书馆 北京三行拾光休闲文化有限公司

84 平谷 军锋书社 北京军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5 平谷 梦溪书屋 北京梦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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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房山 耕读书院 北京玙璠书店有限公司

87 房山 华美书店（城关）
北京爱心华美图书音像有限责任

公司房山分公司

88 房山 华美书店（良乡） 北京华美书缘音像中心

89 房山 柒壹肆·共享书咖 北京书咖融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0 房山 华知源书店 北京芯达商贸有限公司

91 房山 沁知书社 北京沁知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92 房山 早鸟悦读书店 北京乐童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3 门头沟 更读智慧空间
更读智慧众创咨询服务

（北京）有限公司

94 门头沟 绿创书屋 北京利德衡文化公司

95 顺义 更读·今朝红色空间书店 北京今朝红文化有限公司

96 顺义 更读书社（顺义华联店） 北京德聚桃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7 顺义 庭院书店 北京君睿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98 顺义 康达书院 北京康达永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9 顺义 同尘书店 北京赫喆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0 顺义 犀牛书屋 北京汉瑞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1 顺义 顺义樊登书店 北京德睿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2 顺义 墨香书局（泰和宜园店） 北京墨香如毅文化有限公司

103 顺义 墨香书局（双阳南区店） 北京墨香如意文化有限公司

104 顺义 汉唐书阁 北京蓝宇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5 顺义 墨香书局（港馨家园） 北京墨香如逸文化有限公司

106 顺义 e-时尚书店 北京顺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07 顺义 华宇建筑书店 北京中北华宇商贸有限公司

108 海淀 樊登书店（北京中关村店） 北京茗心慧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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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海淀 大地书院 北京大地书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0 海淀 雨枫书馆·清华馆 北京雨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1 海淀 法大书店（学院路店） 北京麟凤来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2 海淀 中信书店枫蓝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13 海淀 北师大京师品阅书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

114 海淀 彼岸书店 北京彼岸方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15 海淀 和合书院 北京和合共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116 海淀 芹圃学坊
北京红迷会品牌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7 海淀 拾光书店 北京光影拾光文化有限公司

118 海淀 皮卡书屋 北京皮卡书屋有限责任公司

119 海淀 科苑书苑 北京科苑弘岳商城有限公司

120 海淀 纸老虎书店金源店 北京纸老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121 海淀 渔书书店 北京四十不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2 海淀 驹然书舍&MUMOKUTEKI 北京五亩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23 海淀 子君子道书店
子君子道图书销售（北京）

有限公司

124 海淀 人文考古书店 北京万蕴津安图书有限公司

125 海淀 博雅堂书店 北京博雅堂书店有限公司

126 海淀 行胜于言书苑 北京行胜于言书苑有限公司

127 海淀 北大书店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 海淀 钟书阁融科店 北京金钟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9 海淀 PAGEONE 五道口店 北京五道口百灵鸽书店有限公司

130 海淀 墨盒子书店 北京墨盒子书店有限公司

131 海淀 之里之外书店 灵扉（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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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海淀 驹然 24 小时书舍 北京驹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33 海淀 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
邺架轩涵芬楼（北京）文化创意

发展有限公司

134 西城 钟书阁北京老佛爷店 钟书镜（北京）图书有限公司

135 西城 戏外书店 北京戏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36 西城 稲诚及所城市书店 北京稲诚致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7 西城 嫏嬛书房 北京古话今语文化有限公司

138 西城 礼士书房 北京建院图茂科技有限公司

139 西城 新华书店科技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技书店

140 西城 北京华圣书园 北京华圣书园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141 西城 新华书店德胜门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42 西城 新华书店标准计量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43 西城 PAGEONE 北京坊店 北京永兴百灵鸽图书有限公司

144 西城 中国书店新街口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45 西城 新华书店总店城市书房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 西城 自在博物书店阜成门店 博物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147 西城 三里河阅读空间 北京沅承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8 西城 纸上声音书店
北京纸上声音图书有限公司

第三分公司

149 西城 中国建筑书店 中国建筑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50 西城 北京世纪东方电力书店 北京世纪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1 西城 大欣杰利书店 北京大欣杰利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152 西城 福声唱片 北京乐海福声文化传播中心

153 西城 北京中央文献书店 北京中央文献书店

154 朝阳 熹阅堂
萱奕凤桐（北京）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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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朝阳 旁观书社 北京旁观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156 朝阳 新华书店和平街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57 朝阳 荟读图书馆 北京荟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8 朝阳 中信书店双井富力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59 朝阳 中信书店合生汇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60 朝阳 中信书店环宇荟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61 朝阳 中信书店京城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62 朝阳 中信书店启皓店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63 朝阳 新华书店劲松东口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64 朝阳 JetlagBooks 北京追云见海文化有限公司

165 朝阳 言 YAN BOOKS 北京言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66 朝阳 博阅书店
盛世博阅（北京）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

167 朝阳 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北京悦蹊百货有限公司

168 朝阳 新华书店团结湖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69 朝阳 罐子书屋 北京罐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70 朝阳 单向空间大悦城店 北京单向街文化有限公司

171 朝阳 旋木时光（未来广场店） 北京旋木时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2 朝阳 莞拾叁 北京乐尚艺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73 朝阳 新华书店百年书房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74 朝阳 食阅坊 北京食阅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5 朝阳 naive 理想国
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76 朝阳 单向空间东风店 北京单向街文化有限公司

177 朝阳 钟书阁麒麟新天地店
钟书阁（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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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朝阳 小宝图书馆
青葱翠叶（北京）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179 朝阳 良阅城市书房 楠书房（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180 朝阳 PAGEONE 三里屯店 北京三里屯百灵鸽书店有限公司

181 朝阳 新华书店劲松分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82 朝阳 佳作书局 北京佳作派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83 朝阳 孔网文化书店 北京孔网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184 朝阳 品初书坊 北京绿松林文化商贸有限公司

185 朝阳 新启蒙书店 北京新启蒙书店有限公司

186 朝阳 UCCA 书店 安尤视界（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187 朝阳 知遇书堂
信安安国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188 朝阳 AGORA 阿果拉书店 北京世纪云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9 朝阳 由新书店 由心（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90 朝阳 一恒盛辉书店 北京一恒盛辉图书有限公司

191 朝阳 北京宝廷轩书店 北京宝廷轩书店

192 朝阳 金星博睿书店 北京金星博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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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示范书店名单

（拟定）

序号 区 书店名称 类型 申报单位

1 西城 北京图书大厦 大型 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2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北外店 大型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3 西城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大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4 东城 王府井书店 大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

王府井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5 海淀 中关村图书大厦 大型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有限公司

6 东城 涵芬楼书店 大型 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

7 东城 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 大型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8 西城 新华书店总店城市书房 大型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

9 海淀 大有书馆 大型 大有书馆（北京）有限公司

10 朝阳 亚运村图书大厦 大型 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11 西城 PAGEONE 北京坊店 大型 北京永兴百灵鸽图书有限公司

12 西城 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 大型 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有限公司

13 大兴 大兴新华书店 大型 北京市大兴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4 顺义 顺义新华书店顺义书城 大型
北京市顺义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15 海淀 中国书店中关村书店 大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6 西城 钟书阁北京老佛爷店 大型 钟书镜（北京）图书有限公司

17 平谷 三行拾光书馆 大型
北京三行拾光休闲文化

有限公司

18 海淀 PAGEONE 五道口店 大型
北京五道口百灵鸽书店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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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州 北国风书店 大型
北国风（北京）图书

有限责任公司

20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 大型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

21 朝阳 中信书店启皓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22 西城 中国书店古籍书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23 西城 中国书店雁翅楼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24 东城 善缘书舍 中小型
北京百年善缘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5 朝阳 新华书店管庄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26 东城 世知书店 中小型 北京世界知识书店有限公司

27 朝阳 新华书店小庄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28 海淀 人文考古书店 中小型 北京万蕴津安图书有限公司

29 西城 中国书店来薰阁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30 朝阳 中油书店 中小型 北京中油书店有限公司

31 东城 人教书苑景山店 中小型
北京人教希望读者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32 东城 社科书店 中小型 北京社科书店

33 房山 房山新华书店房山门市部 中小型
北京市房山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34 延庆 新华书店 中小型
北京延庆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35 通州 中国书店惠林路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惠林路店

36 昌平 inbook 新华书店 中小型
北京昌品城市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37 朝阳 中信书店双井富力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38 海淀 明德求是书店 中小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39 朝阳 三联韬奋书店朝阳分店 中小型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40 海淀 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 中小型
邺架轩涵芬楼（北京）

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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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房山 燕山新华书店岗南路门市部 中小型 北京市燕山新华书店

42 东城 中国书店灯市口书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43 东城 中国书店前门书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44 平谷 楚风书店 中小型 北京楚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5 西城 新华书店标准计量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46 西城 中国书店新街口店 中小型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47 海淀 彼岸书店 中小型
北京彼岸方舟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48 房山 房山新华书店良乡门市部 中小型
北京市房山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49 海淀 钟书阁融科店 中小型 北京金钟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0 东城 北京博文书社 中小型 北京博文书社

51 朝阳 新华书店劲松东口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52 朝阳 PAGEONE 三里屯店 中小型
北京三里屯百灵鸽书店

有限公司

53 东城 码字人书店和平里店 中小型
码字人指南（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54 通州 春风在书店 中小型
享悦空间（北京）国际文化有

限公司

55 朝阳 新华书店香河园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56 西城 自在博物书店阜成门店 中小型
博物教育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57 东城 嘉德书店 中小型 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58 西城 地图主题书店 中小型 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59 通州 燃灯书坊 中小型 北京肆叁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0 昌平 雨枫书馆 速铂馆 中小型 北京翰林百汇书店有限公司

61 西城 鲁迅书店 中小型
迅鲁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

62 通州 阅青山书店（米开店） 中小型
阅酷（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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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西城 中国新闻书店 中小型 中国新闻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64 朝阳 首都图书馆春明簃阅读空间 中小型 北京雍幽文化有限公司

65 房山 沁知书社 中小型
北京沁知文化创意发展

有限公司

66 海淀 北大书店 中小型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67 朝阳 中信书店合生汇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68 通州 渊集书店 中小型 北京渊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9 海淀 拾光书店 中小型 北京光影拾光文化有限公司

70 西城 礼士书房 中小型 北京建院图茂科技有限公司

71 通州 锦熹大运河故事书店 中小型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2 延庆 中信书店自然书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73 东城 南锣书店 中小型
北京新华阅生活文化中心

有限公司

74 昌平 上海三联书店·微言小集 中小型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5 东城 摛藻堂故宫书店 中小型 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

76 东城 文华殿故宫书店 中小型 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

77 东城 箭亭故宫书店 中小型 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

78 延庆 年轻之光共享书店 中小型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79 海淀 四季书房 中小型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有限公司

80 东城 雍和书庭 中小型
北京小众雅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81 西城 正阳书局 中小型 北京正阳书局有限公司

82 昌平 法大书店 中小型 北京法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3 东城 新华书店花市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84 昌平 又见书店 中小型 又见书店（北京）有限公司

85 朝阳
SKP RENDEZ-VOUS

（建国路 87 号店）
中小型 北京华联(SKP)百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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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昌平 一个书店 中小型 爸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87 海淀 “太空梦想”新华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88 海淀 新华书店建筑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89 昌平 MPK 黑胶书店 中小型 北京肆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0 东城 语文书店 中小型 语文书店有限公司

91 昌平 中信书店生命科学园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92 房山 一屋拾光书店 中小型
北京天录拾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93 朝阳 刺鱼书店（竞园店） 中小型 北京开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4 朝阳 熹阅堂 中小型
萱奕凤桐（北京）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95 东城 灿然书屋 中小型 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

96 海淀 团结书社 中小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97 朝阳 佳作书局 中小型
北京佳作派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98 西城 北京华圣书园 中小型
北京华圣书园图书

有限责任公司

99 朝阳 旁观书社 中小型 北京旁观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100 大兴 予果书店 中小型
索格（北京）国际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101 门头沟 绿创书屋 中小型 北京利德衡文化公司

102 平谷 馨馨然书屋 中小型 北京馨馨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3 西城 新华书店西四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04 门头沟 更读智慧空间 中小型
更读智慧众创咨询服务

（北京）有限公司

105 西城 纸上声音书店 中小型
北京纸上声音图书有限公司

第三分公司

106 东城 更读书社 东城隆福寺店 中小型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107 东城 文沁阁书店 中小型
文沁阁文创（北京）书店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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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门头沟 新华书店河滩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09 海淀 墨盒子书店 中小型 北京墨盒子书店有限公司

110 海淀 北师大京师品阅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111 朝阳
SKP RENDEZ-VOUS

（建国路 86 号店）
中小型 北京华联时尚百货有限公司

112 石景山 新华书店新古城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13 海淀 中信书店枫蓝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14 东城 北京人艺戏剧书店 中小型
北京明日经典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15 朝阳 naive 理想国 中小型
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16 朝阳 单向空间东风店 中小型 北京单向街文化有限公司

117 亦庄 蔚蓝书店 中小型
三万英尺（北京）商业

有限公司

118 朝阳 言 YAN BOOKS 中小型 北京言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9 东城 阅想书店 中小型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0 通州 佳作书局宋庄店 中小型 北京科勒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1 平谷 青丙拾光 中小型
北京青丙拾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22 朝阳 中信书店环宇荟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23 东城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中小型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有限公司

124 东城 国图书店（中粮置地广场店）中小型
熙象景云（北京）文化服务

有限公司

125 通州 咱家书房·潞城店 中小型
咱家书房（北京）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126 房山 盛通文博·知行阅读空间 中小型
北京盛通文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27 房山 悦潞书社 中小型 北京海置商贸有限公司

128 海淀 北京体育大学冠军书店 中小型 北京北体大图书有限公司

129 西城 稲诚及所城市书店 中小型
北京稲诚致品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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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朝阳 新启蒙书店 中小型 北京新启蒙书店有限公司

131 昌平 北农阳光书咖厅 中小型
北京北农双隆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132 密云 乐舞乐读 中小型 北京乐舞艺术培训中心

133 朝阳 中信书店京城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34 大兴 更读书社 大兴绿地缤纷城店 中小型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35 东城 紫金城市书院 中小型
东方紫金（北京）文化有限公

司

136 海淀 明德求知书店 中小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37 丰台 老槐树下的书店 中小型 北京老槐树下的书店有限公司

138 房山 良辰书咖 中小型 北京书香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139 朝阳 钟书阁麒麟新天地店 中小型
钟书阁（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40 东城 PAGEONE 花园胡同店 中小型 北京百灵鸽书店有限公司

141 东城 PAGEONE 王府井 apm 店 中小型 北京百灵鸽书店有限公司

142 朝阳 JetlagBooks 中小型 北京追云见海文化有限公司

143 怀柔 糖果儿书屋 中小型 北京糖果街商贸有限公司

144 海淀 大地书院 中小型
北京大地书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45 西城 西四布衣连环画书店 中小型 北京布衣图书有限公司

146 朝阳 新华书店百年书房 中小型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

147 大兴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掇集书店 中小型 北京润航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 石景山 全民畅读书店（朗园店） 中小型
北京全民畅读朗园文化

有限公司

149 通州 京杭大运河书院 中小型
北京金福汇鑫旅游文化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150 西城 戏外书店 中小型 北京戏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51 东城 法观 中小型 人民法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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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西城 三里河阅读空间 中小型 北京沅承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3 大兴 中信书店大兴机场 B1 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54 大兴 中信书店大兴机场 B2 店 中小型 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55 西城 西单音像店 中小型
北京国韵天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56 平谷 博雅品一书苑 中小型
北京博雅品一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57 海淀 樊登书店（北京中关村店） 中小型
北京茗心慧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58 石景山 悦闻书院 中小型 北京悦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9 朝阳 莞拾叁 中小型
北京乐尚艺游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60 海淀 雨枫书馆·清华馆 中小型 北京雨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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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三进”书店名单
（拟定）

序号 区 书店名称 类型 申报单位

1 石景山 里仁书店 进商场
北京里仁乐知科技文化

有限公司

2 东城 码字人书店和平菓局店 进商场
北京左驭果潮文化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3 亦庄 雨枫书馆新禾馆 进商场
雨后新禾（北京）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4 昌平 爱阅宝绘本馆 龙旗店 进商场
爱阅宝（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5 昌平 智童汇儿童书店 进商场
北京智童汇国际教育咨询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 昌平 旋木时光（龙德广场店） 进商场 北京旋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 西城 钢铁月球幻想书店 进商场
北京铁球幻想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8 朝阳 新华书店双桥书店 进园区
北京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9 西城 做書西单店 进商场 北京做书朋友书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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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转型升级项目名单
（拟定）

序号 区 书店名称 申报类别 申报单位

1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北外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设备购置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2 西城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3 朝阳 中信书店京城店
设备购置/信息系统

改造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4 房山
燕山新华书店

岗南路门市部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市燕山新华书店

5 东城 世知书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世界知识书店

有限公司

6 西城 北京图书大厦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图书大厦

有限责任公司

7 朝阳 旁观书社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旁观者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

8 西城 钟书阁北京老佛爷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信息系统改造

/设备购置

钟书镜（北京）

图书有限公司

9 平谷 博雅品一书苑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设备购置

北京博雅品一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0 昌平 法大书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设备购置

北京法窗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1 海淀 中信书店联想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12 朝阳 中信书店启皓店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13 朝阳 亚运村图书大厦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图书大厦

有限责任公司

14 海淀 法大书店（学院路店）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麟凤来集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5 海淀 雨枫书馆·清华馆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设备购置

北京雨枫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6 房山
房山新华书店

房山门市部
店面装修/环境升级

北京市房山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17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

东升科技园店
设备购置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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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实体书店扶持项目-阅读文化活动名单

（拟定）

序号 区 书店名称 申报单位 活动名称

1 西城 北京图书大厦
北京图书大厦

有限责任公司

每个人都是科学家——自然之力科普

讲座等 78场

2 平谷 楚风书店
北京楚风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当阅读遇见古诗词”4·23 世界读

书日专题讲座等 40 场

3 朝阳 亚运村图书大厦
北京图书大厦

有限责任公司

讲述红色故事 重温北大红楼历史等

34场

4 平谷 三行拾光书馆
北京三行拾光休闲文化

有限公司

激情冰雪 相约冬奥—冬残奥会冰雪

主题活动等 26 场

5 东城 文沁阁书店
文沁阁文创（北京）书店

有限公司

《嫦娥探月球 中国航天科普启蒙》讲

座等 24 场

6 东城
码字人书店

和平里店

码字人指南（北京）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学讨论会：当代文学风貌及转型

等 29 场

7 东城 王府井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

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享受阅读 让梦飞翔—《少年翊卫》主

题讲座等 25 场

8 东城 雍和书庭
北京小众雅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老北京 新时尚 新写作—侯磊散文集

《北京烟树》分享会等 23 场

9 西城
PAGEONE

北京坊店

北京永兴百灵鸽图书

有限公司
《百年孤独》沉浸式阅读会等 24 场

10 朝阳
首都图书馆春明簃

阅读空间
北京雍幽文化有限公司 在书店里探寻老舍先生大作等 21 场

11 东城 美书房
优和时光（北京）文化

中心有限公司
读书分享会《北京烟树》等 24场

12 海淀 中关村图书大厦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

有限公司

爱很小 但是也很大—《外婆的蓝色铁

皮柜轮椅》图书分享会等 22 场

13 顺义 e-时尚书店
北京顺美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丽》主题讲座等

17场

14 通州
咱家书房

潞城店

咱家书房（北京）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一起闹元宵》主题讲座等 27

场

15 通州 渊集书店
北京渊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费孝通《论文

化自觉》导读与讨论等 44 场

16 通州
咱家书房

运河商务区店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全民阅读—线下读书会《管理思想史》

导读等 2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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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昌平 inbook 新华书店
北京昌品城市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有书 不孤读”读书月等 15 场

18 通州 咱家书房 前疃店
厚度（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节气魅力与太极养生-二十四节气之

小寒等 35场

19 昌平
桃园书馆

东亚上北馆

北京桃园嘉木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八一活动：故事会《我爸爸是军人》

制作折纸坦克、剪贴军旗等 16场

20 昌平 又见书店
又见书店（北京）

有限公司
心理学读书沙龙等 12 场

21 昌平
雨枫书馆

速铂馆

北京翰林百汇书店

有限公司
《少年读诗经》作者分享会等 12 场

22 通州 春风在书店
享悦空间（北京）国际文

化有限公司

《童梦•运河》大运河主题阅读巡讲之

——春风在书店“结对子”社区行等

18场

23 朝阳
SKP RENDEZ-VOUS

（建国路 87号店）

北京华联(SKP)百货

有限公司

传统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

条线索等 32 场

24 顺义 顺义樊登书店
北京德睿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古琴》分享等 12 场

25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

东升科技园店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
给孩子的哲学探险故事等 12 场

26 东城
三联韬奋书店

美术馆总店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有限公司
崔岱远畅谈北京中轴线等 18 场

27 朝阳
钟书阁

麒麟新天地店

钟书阁（北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书香门第“不可思议的阅读力提升”

线上直播等 16 场

28 顺义 半亩方塘书苑
北京晨进伟业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身心双健抗疫有我社区健康榜样光明

行动读书会等 13场

29 朝阳 小宝图书馆
青葱翠叶（北京）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京味儿故事会等 10 场

30 西城 鲁迅书店
迅鲁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

愿乞画家新意匠——鲁迅美术藏书赏

析等 11 场

31 东城 世知书店
北京世界知识书店有限

公司
联学联建活动等 13 场

32 朝阳
SKP RENDEZ-VOUS

（建国路 86号店）

北京华联时尚百货

有限公司

科学的艺术性与艺术的技术性等 28

场

33 东城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有限公司

kubrick 读书会：哲学的自愈力等 10

场

34 通州 北京上善堂书屋
北京上善堂商贸

有限公司

弘扬雷锋精神 加强副中心精神文明

建设活动等 10 场

35 通州
阅青山书店

（米开店）

阅酷（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苦难辉煌》读书分享会等 1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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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通州
咱家书房

张家湾店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组织行为学》读书分享会等 20 场

37 顺义 着迷星球图书岛
北京着迷星球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

“相约读书 不负韶华”青春读书会等

9场

38 东城 涵芬楼书店
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

公司
青铜解码主题讲座等 21场

39 西城
钟书阁

北京老佛爷店

钟书镜（北京）图书

有限公司

梦“钟”书阁 夜宿最美书店第二期等

9场

40 海淀 PAGEONE 五道口店
北京五道口百灵鸽书店

有限公司

《千年敦煌解谜书 登场了》新书分享

会：另一种敦煌史——从敦煌机关解

谜盒剧情设计说起等 12场

41 房山 沁知书社
北京沁知文化创意发展

有限公司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读书会活动等

9场

42 顺义 同尘书店
北京赫喆明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书香润心灵 阅读伴成长”清明节主

题活动等 9场

43 西城
北京百万庄

图书大厦

北京百万庄

图书大厦有限公司

“迎接二十大 普法进万家”主题讲座

活动等 8场

44 延庆 芒果 24h 文创书店
芒果未来（北京）文化

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悦读聚共识 同心向未来”活动等 8

场

45 通州 京杭大运河书院
北京金福汇鑫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书香副中心·全民阅读-讲好解放军的

故事等 7场

46 通州
咱家书房

小豆店

北京厚之德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共产党员的力量》“喜迎二十大 书

香最致远”系列读书会等 19 场

47 东城 南锣书店
北京新华阅生活文化

中心有限公司
《红楼梦》与北京中轴线等 7场

48 海淀 彼岸书店
北京彼岸方舟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纪念苏

东坡逝世 921 周年等 7场

49 房山
房山新华书店

房山门市部

北京市房山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世界读书日-寻找朗读者等 9场

50 通州
咱家书房

宋庄店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全民阅读—线下读书会《中国茶道》等

14 场

51 海淀
邺架轩

阅读体验书店

邺架轩涵芬楼（北京）文

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量子科学与技术简介等 12 场

52 通州
中国书店

惠林路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惠林路店
弦柒菊芬秋籁清——琴书雅集等 6场

53 东城 善缘书舍
北京百年善缘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无腿登峰第一人夏伯渝在故宫以

东·书香之旅活动中分享：如何攀登

生命的高峰等 7场

54 海淀 大有书馆
大有书馆（北京）

有限公司
大有杏坛国学诵读公开课等 7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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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顺义 爱慕书屋
北京爱慕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读书会

等 7场

56 顺义
更读书社

（顺义华联店）

北京德聚桃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品书香-迎冬奥系列主题活动等 7场

57 朝阳 轩辕书馆
酷车书香(北京)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儿童绘本活动等 7场

58 东城 人教书苑景山店
北京人教希望读者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阅读中轴》主题活动等 11 场

59 通州 三暮书店
北京三暮文化传媒发展

有限公司

“2022 书香副中心 全民阅读活动”

之大运河诗词分享会等 6场

60 海淀 文津阁少儿书店
北京文津阁文化

有限公司
科普世界的理性与浪漫等 7场

61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

四季青店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第二分公司

“喜迎二十大 启航新征程”图书分享

等 6场

62 通州 怡怡学堂
北京知齐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书香副中心 喜迎二十大”全民阅读

活动等 8场

63 朝阳
中信书店

环宇荟店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故宫里的神兽|《这里是故宫》文化分

享会等 7场

64 亦庄 蔚蓝书店
三万英尺（北京）商业

有限公司
保护生物 共建地球家园等 6场

65 大兴 大兴新华书店
北京市大兴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怀抱书香赢国庆 颂唱祖国美好祝

愿”等 6场

66 昌平 法大书店
北京法窗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雷金钟原

创作品诵诗畅谈会》等 5场

67 通州
锦熹

大运河故事书店

北京锦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少年中国》系列阅读分享等 14 场

68 东城 万有幸福空间
北京三川滔滔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孩子如何读古典名著 才能有大收

获大思考？”等 14 场

69 海淀 钟书阁融科店
北京金钟书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爱与被爱”钟书阁周末亲子绘本共

读活动等 10 场

70 怀柔 喜阅書店
北京新美运宁图书有限

公司

春之声-读出你的精彩读书会系列活

动（一）-（五）等 6场

71 昌平
上海三联书店·

微言小集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图书分享《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校长

梅贻琦》:中国教育的一盏灯等 9场

72 顺义 华宇建筑书店
北京中北华宇商贸

有限公司
“书香敬老 爱在重阳”等 5场

73 房山 早鸟悦读书店
北京乐童时代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百分专注 万分成就”等 6场

74 通州 梨园书苑
北京知齐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品中国老故事 过浓情端午节”线上

故事会等 8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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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海淀
樊登书店

（北京中关村店）

北京茗心慧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喜迎二十大 红星照中国”红色教育

实践活动等 4场

76 东城
中国书店

灯市口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国韵书香等 4场

77 西城 地图主题书店
中国地图出版社

有限公司

珍爱地球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中国——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等

5场

78 平谷 青丙拾光
北京青丙拾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国际图书节---藏在书本里

的文学家等 5场

79 昌平
时间童书 In book

儿童书店会员店

北京时间童书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时间童书评书故事会 5场

80 平谷
馨馨然书屋

爱寻店

北京爱寻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毛泽东传》青年读书会等 4场

81 朝阳 新华书店百年书房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长安街大讲堂—历史塑造今天，

3000 年前的商朝与我们有什么关

系？”等 9场

82 朝阳 北京红泥巴村书店北京红泥巴村书店

2021 年度优秀童书推荐书目发布暨

“绘本与儿童”年度儿童早期阅读发

展论坛等 4场

83 朝阳
有书空间

暖山店

北京开卷有益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敦煌讲座-敦行故远等 4场

84 平谷 唐小谷国学书舍
北京翰逸飞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 年平谷区“领读者计划”全民阅

读活动之《名书推荐沙龙》等 3场

85 朝阳 单向空间大悦城店
北京单向街文化

有限公司

“大众喜欢什么样的考古学？”等 6

场

86 昌平 MPK 黑胶书店
北京肆阅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MPK 黑胶书店携手中译出版社·线下

公益儿童阅读活动：陪你一起长大等

4场

87 密云 乐舞乐读 北京乐舞艺术培训中心

《以文学之笔 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

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主题文化

活动等 3场

88 西城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义”中轴线主

题讲座等 5场

89 顺义
墨香书局

泰和宜园店

北京墨香如毅文化

有限公司

墨香书局：“童心致敬 献礼八一”活

动等 4场

90 海淀 小专鼠绘本馆
北京小马吉米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童阅中国 童享非遗 ”系列活动—

园林盛景尽芳华等 4场

91 朝阳 中信书店合生汇店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山海经捉妖记》新书分享会——走

进山海经的奇幻世界等 4场

92 西城 中国书店古籍书店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京彩文化消费嘉年华：拾城记等 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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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海淀 新华书店红山口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少儿科普探索活动-揭秘海洋童书分

享阅读活动等 3场

94 平谷 乡贤雅集文化书店
北京乡贤雅集文化书店

有限公司

“北京阅读驿站”走进乡贤雅集文化

书店等 3场

95 石景山 悦闻书院
北京悦闻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欢度国庆喜迎二十大文化阅读分享会

《共和国脊梁》等 3场

96 朝阳
中信书店

双井富力店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做一个心怀宇宙的孩子 《我是宇宙》

——新书分享会&译者签售等 3场

97 朝阳 良阅城市书房
楠书房（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

“人生只有一件事”读书分享会等 3

场

98 海淀
中国书店

中关村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古籍体验课：“亲近古籍 触摸历史”

等 3场

99 西城 中国新闻书店
中国新闻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传承优良家风赓续红色血脉等 5场

100 西城
新华书店总店

城市书房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唐诗宋词的艺术魅力”专题讲座等

4场

101 海淀
法大书店

（学院路店）

北京麟凤来集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理想与乡愁》图书分享会等 4场

102 海淀 明德求是书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考古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等 7场

103 延庆 馨悦空间
北京妫川记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远古动植物——恐龙扇彩绘等 3场

104 昌平 智童汇书店
北京汇天才托育服务

有限公司

国庆系列活动--祖国祖国我们爱你等

3场

105 大兴 北京南囿书店
北京南囿书店有限责任

公司

强国复兴有我 瀛海镇红色阅读（一）等

3场

106 延庆 彩虹阶梯书店
北京伊路智达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带着孩子们在书中旅行”读书会等

3场

107 怀柔 喻米书店
北京喻米绘科技

有限公司
车站路社区“重阳节读书会”等 3场

108 东城 阅想书店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有限公司
邋遢王子大冒险等 3场

109 通州 无止书斋
北京杰之进达商贸

有限公司

守护青少年《民法典》一直在身边等

3场

110 延庆 年轻之光学生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红色文化绘本分享系列活动四《狼牙

山五壮士》等 3场

111 海淀
“太空梦想”

新华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梦·航天梦（中国航天日）等 3

场

112 房山 柒壹肆·共享书咖
北京书咖融合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学国学 知孝义 作儒雅好少年”等

3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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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房山 耕读书院 北京玙璠书店有限公司

“明月照今古 千载共中秋—中秋民

俗文化探寻”乡土文化讲座在耕读书

院举行等 3场

114 西城 礼士书房
北京建院图茂科技

有限公司
阅读中轴——主题阅读分享会等 4场

115 通州 运河书院
北京杨氏文化服务有限

公司
通州区妇女微家读书活动等 3场

116 西城
鼓楼西

樱桃园书店

北京鼓楼西咖啡厅有限

公司

朗读会：秋深矣 不知邻人读何书等 3

场

117 顺义
更读 今朝红色

空间书店

北京今朝红文化

有限公司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

代” 读书分享活动等 3场

118 平谷 馨馨然书屋
北京馨馨然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喜迎二十大 朗诵大联欢等 3场

119 西城
自在博物书店

阜成门店

博物教育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自然好书分享会：海南！家庭博物

旅行怎么玩？”等 3场

120 东城 灿然书屋
北京灿然书屋

有限责任公司

徐俊先生《翠微却顾集》新书首发活动等

4场

121 海淀 大地书院
北京大地书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地质人宋瑞祥》丛书出版发行座谈会等

2场

122 海淀 雨枫书馆 清华馆
北京雨枫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不止是神话——《美绘中国神话》分

享会等 5场

123 东城 嘉德书店
北京嘉德艺术中心

有限公司
艺术的价值与收藏的故事等 3场

124 东城
更读书社

东城隆福寺店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品味书香·2021 年终品读会等 3场

125 东城 语文书店 语文书店有限公司
语文大讲堂：大地上的史诗——我眼

中的京杭大运河等 3场

126 东城
PAGEONE

花园胡同店

北京百灵鸽书店

有限公司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千万册纪念

活动等 6场

127 朝阳 佳作书局
北京佳作派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数字艺术》新书分享会：在数字革

命下对艺术边界的探索等 4场

128 昌平 爱阅宝少儿书店
爱阅宝（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冬奥之旅”亲子故事会等 2场

129 密云 鱼公子的书房
北京慧德聚智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二十四节气——白露读书会等 2场

130 平谷 梦溪书屋
北京梦溪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国学文化智慧课堂等 2场

131 房山
房山新华书店

良乡门市部

北京市房山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世界读书日-寻找朗读者等 2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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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朝阳 新华书店管庄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十月文学月—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主

题讲等 2场

133 朝阳
新华书店

劲松东口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我眼中的北京中轴线》等 2场

134 海淀 阅其书苑
北京阅其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喜迎二十大 童心向党 共沐书香”

亲子阅读活动等 2场

135 东城
国图书店（中粮

置地广场店）

熙象景云（北京）文化服

务有限公司

十月文学月活动之“我心中的北京中

轴线—我与中轴线”等 2场

136 通州 小洋侨咖啡书屋
小洋侨咖啡（北京）

有限公司
诵读经典诗文 弘扬中华文化等 2场

137 顺义 犀牛书屋
北京汉瑞克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犀牛书屋市集等 4场

138 大兴
夕夕拾书店

（悦咖啡）

北京睿加罗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大兴第一分公司

第十届北京惠民消费季 全民阅读惠

等 4场

139 门头沟 绿创书屋
北京利德衡文化

有限公司

“我阅读 我快乐”亲子阅读活动等 2

场

140 丰台
新华书店

科兴路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
撕掉标签 找回自信等 2场

141 房山 一屋拾光书店
北京天录拾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阅读力提升“专家大讲堂活动---

与您讨论：绘本助力儿童成长的奥妙

等 2场

142 通州
更读书社

通州大稿店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更读书社联合彩叔隆重推出——彩叔

讲古诗活动等 2场

143 大兴
更读书社 大兴绿

地缤纷城店

不舍昼夜（北京）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走进绘本的奇妙世界等 5场

144 丰台 老槐树下的书店
北京老槐树下的书店

有限公司
七一建党节主题读书会等 3场

145 西城 中国书店雁翅楼店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轴线讲座等 3场

146 顺义 康达书院
北京康达永顺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歌颂祖国》十一主题活动等 2 场

147 顺义
墨香书局

（港馨家园）

北京墨香如逸文化有限

公司
“童心致敬 献礼八一”等 2场

148 房山
燕山新华书店

岗南路门市部
北京市燕山新华书店

燕山新华书店迎接世界读书日阅读活

动等 2场

149 顺义
绘本 TAXI

儿童书店

北京索睿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一起向未来”冬奥会主题活动等 2

场

150 怀柔 糖果儿书屋
北京糖果街商贸

有限公司

我们的节日 中秋——《月亮梦工厂》

绘本分享活动等 2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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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延庆 延庆新华书店
北京延庆新华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推广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部队等 2场

152 延庆 年轻之光共享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从妫川文艺看妫川儿女文化活动 1场

153 西城
新华书店

标准计量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第七届“十月文学月”书店活动-《北

京-中轴线上的城市》活动 1场

154 房山 良辰书咖
北京书香共享科技

有限公司

良辰书咖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

史协会举办读书会活动活动 1场

155 海淀
北京外研书店

北外店
北京外研书店有限公司

研妈妈读书 分享会——行远自巡 扬

帆起航等 2场

156 亦庄 盛元书院
北京亦庄盛元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明月寄相思·乐话中秋情》——“书

香北京”系列评选启动仪式暨中秋乐

读会公益活动等 2场

157 门头 更读智慧空间
更读智慧众创咨询服务

(北京)有限公司
绘本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等 2场

158 海淀
国图书店 北京国图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诵读

会等 3场

159 大兴 予果书店
索格（北京）国际建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
数字生活之问等 3场

160 海淀
北京体育大学

冠军书店

北京北体大图书

有限公司

北京体育大学书香校园系列讲座第一

期“中国奥冠风采诗词的创作及社会

价值”活动 1场

161 平谷 博雅品一书苑
北京博雅品一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博雅品一书苑“爱生活 读好书”2022

年平谷区领读者计划全民阅读活动名

书推荐《木偶奇遇记》活动 1场

162 延庆 妫川书院书店
北京妫院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社区读书会之学习传统文化“第子规”

活动 1场

163 西城 大观园更读书社
北京红楼尚品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中秋节读书日活动 1场

164 海淀 十月时光书店

北京伦洋图书出版有限

公司海淀十月时光书店

分公司

父母育儿读书活动 1场

165 石景山
全民畅读艺术书店

（首钢店）

北京全民畅读高炉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科学实践及绘本讲读活动 1场

166 怀柔 益智书店 北京益智图书有限公司
“喜迎二十大 书香进社区” 健康知

识大讲堂活动 1场

167 西城 正阳书局 北京正阳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建城传说——城市中轴线讲座活

动 1场

168 房山 阳光书店
北京广润恒通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冰雪之约 北京冬奥科普主题活

动 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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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房山 蕊同尚德书院
蕊同尚德（北京）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万和家园诵读汉文化国学经典活动 1

场

170 昌平 悦读阅美图书馆
北京汇智源教育

发展中心
喜迎二十大 阅读筑梦想活动 1场

171 昌平 大猫家读书馆
北京嘉芙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国庆金秋绘本活动 1场

172 朝阳
刺鱼书店

（竞园店）

北京开拍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秋分读书会活动 1场

173 顺义 汉唐书阁
北京蓝宇胜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22 年“扫黄打非 绿书签行动”系

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 1场

174 通州 台湖乐书屋
北京乐淳咖啡厅管理

有限公司

“音韵书香 乐和台湖”-2022 台湖全

民阅读活动 1场

175 顺义
墨香书局

（双阳南区店）

北京墨香如意文化

有限公司

墨香书局‘读书故事会’分享活动 1

场

176 延庆 年轻之光儿童书店
北京睿德布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冬奥主题活动 1场

177 朝阳 PAGEONE 三里屯店
北京三里屯百灵鸽书店

有限公司

静电场朔 X刘晓颖：“三个宇宙”展

览分享会活动 1场

178 房山
盛通文博·知行

阅读空间

北京盛通文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红领巾故事会活动 1场

179 顺义 寺上书院
北京寺上庆彦图书

有限公司

倡导全民阅读 创建文明书乡活动 1

场

180 东城 做書
北京聿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文景绝版书快闪店活动 1场

181 海淀 中信书店枫蓝店
北京中信书店

有限责任公司

周末的阅读时光-打开孩子的想象力

读书活动 1场

182 朝阳 博悦书店
盛世博阅（北京）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
一起读书吧——全民阅读活动 1场

183 昌平
爱阅宝绘本馆

龙旗店

爱阅宝（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爱阅宝冬奥分享会活动 1场

184 东城
PAGEONE 王府井

apm 店

北京百灵鸽书店

有限公司

故宫以东·书香之旅：“何以中国”

直播讲座等 2场

185 朝阳
三联韬奋书店

朝阳分店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有限公司

世界读书日——今夜我们读童话等 2

场

186 东城 紫金城市书院
东方紫金（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

东华门街道“礼赞新时代 起航新征

程”-“阅读东城”文化活动等 2场

187 东城 文华殿故宫书店 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轴线上 读懂故宫”故宫艺术公开

课公益活动之中轴线的花园“故宫御

花园”等 2场

188 西城 稲诚及所城市书店
北京稻诚致品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早安朗读课 30 天计划 | 沉浸式朗

读活动 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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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西城 嫏嬛书房
北京古话今语文化有限

公司
阅读盛典 云享典籍直播活动 1场

190 房山 混沌小屋
汇众同辉（北京）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点燃阅读灯@荐书接龙直播活动 1场

191 亦庄
柚子蜜

儿童趣书馆

柚子蜜（北京）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世界读书日--适合全家人读的绘

本”直播活动 1场

192 东城
中国书店

前门书店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卯“惊蛰” 迎“两会” 《三名碑帖》

众筹直播书友对话会活动 1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