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充桩
（个）

慢充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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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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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智慧云杉新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
朝阳区数码港大厦等充电桩

建设项目
朝阳区 朝阳区恒通国际商务中心、北京望京中国数码港大厦 8 11 19

2
北京智慧云杉新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
丰台区诺德中心充电桩建设

项目
丰台区 诺德中心 8 0 8

3
北京智慧云杉新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
怀柔区兴怀大街充电桩建设

项目
怀柔区 兴怀大街一期、兴怀大街二期 20 0 20

4
北京艾弘天宇工贸有限

公司
顺义区艾弘天宇充电桩建设

项目
顺义区 艾弘天宇、艾弘天宇二期 11 0 11

5 北京宝途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区合生财富广场公共充

电站建设项目
朝阳区 合生财富广场 10 0 10

6 北京宝途科技有限公司
西城区合生财富广场公共充

电站建设项目
西城区 德胜门合生财富广场 6 0 6

7
北京畅的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嘉捷二
期等公用充电站建设项目

经济技术开
发区

嘉捷二期、嘉捷三期、美基 11 15 26

8
北京畅的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大兴区高米店北站公共充电

站建设项目
大兴区 高米店北站 12 20 32

9
北京畅的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朝阳区凯泰大厦公共充电站

建设项目
朝阳区 凯泰大厦 5 63 68

10
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海淀区文津国际公寓公共充

电站建设项目
海淀区 文津国际公寓 4 0 4

11
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威科

瑞公用充电站建设项目
经济技术开

发区
高威科瑞 11 0 11

12
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东城区东玖大厦公共充电站

建设项目
东城区 东玖大厦 2 3 5

13
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朝阳区铭泽生活广场、瑞城
中心和外企大厦公用充电设

施建设项目
朝阳区 铭泽生活广场、瑞城中心、外企大厦 21 0 21

14
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昌平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公

共充电站建设项目
昌平区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7 14 21

15
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平谷区电动出租车四期充电

桩建设项目
平谷区 平谷四期 70 100 170

16
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海淀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充电桩建设项目
海淀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0 4 14

17
北京华商信联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华商信联丰台区公用充电设

施建设项目
丰台区

鸿业兴园一期、鸿业兴园二期、靛厂锦园、晓月苑五里
南

6 31 37

18
北京黄元龙鹏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东村家园小区

充电设施建设项目
昌平区 东村家园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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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北京市日盛天宇商贸责

任有限公司
北京市日盛天宇商贸责任有
限公司建设公用充电桩工程

密云区

新南路31号日盛天宇公共充电站、穆家峪村日盛天宇公
共充电站、石马峪村日盛天宇公共充电站、河南寨日盛
天宇公共充电站、西田各庄客运站、上河湾日盛天宇公

共充电站

41 0 41

20
北京小桔新能源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
西城区北京二七剧场充电桩

建设项目
西城区 北京二七剧场充电站 21 2 23

21
北京鑫新通达客运有限

公司
北京鑫新通达客运有限公司

建设公用充电桩工程
密云区

密云区新农村鑫新通达公共充电站、密云区大角峪鑫新
通达公共充电站、密云区落洼鑫新通达公共充电站

10 0 10

22
北京驿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房山区长阳镇加州水郡金桥
大厦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项

目
房山区 房山区长阳镇加州水郡金桥大厦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 2 2 4

23
北京驿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东城区北京驿联天恒大厦电

动汽车充电站建设项目
东城区 驿联天恒大厦 4 0 4

24
北京中电太石电气工程

有限公司

顺义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
镇前沙峪村南侧公共充电桩

建设项目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前沙峪村南侧充电桩项目 7 0 7

25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顺义区北京顺义居然之家等
充电桩建设项目

顺义区
北京翰昂汽车零部件公司充电站、北京顺义居然之家充
电站、北京顺义杨镇沙岭充电站、北京微尚生活广场充

电站、北京顺义区香悦四季项目西区充电站
41 33 74

26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区北京颐和山庄等充电
桩建设项目

海淀区

北京温泉村委会充电站、北京海淀区颐和山庄充电站、
北京海淀大牛坊一区充电站、北京海淀大牛坊二区充电
站、北京海淀永丰路六里屯二区充电站、北京海淀永丰
路六里屯四区充电站、北京海淀六里屯三区充电站、北
京海淀六里屯五区充电站、北京水利一处充电站、北京
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充电站、北京海军总医院充电站

37 1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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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怀柔区北京市古关保洁等充
电桩建设项目

怀柔区

北京怀柔嘉途旅游充电站、北京怀柔新渔乐充电站、北
京中榆树店村充电站、北京渤海古关保洁充电站、北京
怀柔宝山碾子村充电站、北京怀柔王化新德源充电站、
北京大石窑农家院充电站、北京怀柔博宇建筑充电站、
北京元亨苑林山庄有限公司充电站、北京怀建集团充电
站、北京怀柔金汇宇公司充电站、北京怀柔京都饭庄充

电站

23 37 60

28
普天新能源（北京）有

限公司
通州区森林公园漕运码头等

充电桩建设项目
通州区 森林公园漕运码头、亚太花园酒店 11 6 17

29
普天新能源（北京）有

限公司
房山区中粮万科半岛广场公

共充电站建设项目
房山区 中粮万科半岛广场 6 3 9

30
普天新能源（北京）有

限公司
顺义区东港鑫座等公共充电

站建设项目
顺义区 东港鑫座、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 8 12 20

31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西城区金茂大厦地下停车场

充电桩项目
西城区 金茂大厦 10 30 40

32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顺义区传染病医院等充电桩

建设项目
顺义区 顺义区传染病医院 2 3 5

33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海淀区上地国际创业园等充

电桩建设项目
海淀区

上地国际创业园、钻河中心、中国农业大学、长峰假日
酒店、创新大厦

21 46 67

34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通州区公共充电设施建设项

目
通州区 万达广场、土桥村御香苑 20 40 60

35
协鑫瑞通电网投资有限

公司
京东顺义分拣中心充电桩项

目
顺义区 京东顺义分拣中心 25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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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昌

平区）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旧县便民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昌平区大
河套饭店充电站、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凤麓山庄充电站、
北京市昌平区康陵园北侧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昌平区
兴寿供电所充电站、北京市昌平区燕子湖游乐场1#充电
站、北京市昌平区燕子湖游乐场2#充电站、北京市昌平
区流村镇政府充电站、北京市昌平区万里通汽修停车场
1#充电站、北京市昌平区金榜园小区停车场3#充电站、
北京市昌平区万里通汽修停车场2#充电站、昌平区南口
镇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提香源海鲜酒楼公共充电
站、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新世纪商城北区公共充电
站、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新世纪商城南区公共充电
站、北京市昌平区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地公共充电站、
昌平区延寿镇政府、北京市昌平区金榜园小区公共充电

站

154 2 156

37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朝

阳区）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珠江罗马嘉园1号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
阳区定福家园南里1号院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晓
景国际花园酒店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仰山公园西
门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北广集团充电站、北京市
朝阳区朝阳公园东7门1号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定
福家园南里2号院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京物大厦
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凯特大厦地下停车场公共充
电站、北京市朝阳区仰山公园北门公共充电站、北京市
朝阳区珠江罗马嘉园2号公共充电站、北京市朝阳区朝
阳公园东7门2号公共充电站、北苑大酒店、工体东门1#
、工体西门、工体东门2#、工体南门、望和公园、朝阳
区机场二高速辅路旁、京富华丽紫檀木宫廷工艺品有限
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白家楼新村北停车场
、朝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朝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

兆维集团1

354 0 354

38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东

城区）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地坛体育中心）充电站、北京市
东城区体育局（天坛体育中心）充电站、东城区体育局

1号公共快充站、东城区体育局2号公共快充站
2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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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西

城区）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景山西街（西荣通顺）充电站、北京市西
城区华滨酒店充电站（内部）、西城区白云观公共充电
站、西城区大栅栏B3停车场公共充电站、西城区万丰珠
宝公共充电站、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公共充电站、
西城区国家大剧院公共充电站、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公共
充电站、西城区朗琴国际公共充电点站、西城区白米斜

街公共充电点、西城区工美大厦充电站

125 8 133

40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大

兴区）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政府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圣嘉华
苑小区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小黄垡村委会充电站、北
京市大兴区新机场建设指挥部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兴
华公园东区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文体中心充
电站、北京市大兴区安海之弋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华
强工贸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老宋瓜园充电站、北京市
大兴区亮民绿奥观光园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绿得金生
态园充电站、北京市大兴区阳光乐府充电站、大兴区南
海子公园南门西公共快充站、大兴区南海子公园南门东
公共快充站、大兴区明珠广场公共快充站、大兴区狼二
新村工业园公共快充站、大兴区御瓜园公共快充站、大
兴区留民营公共快充站、大兴区朱庄公共快充站、大兴
区瀛海镇政府公共充电站、大兴区双河南里小区公共快

充站

175 13 188

41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房

山区）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文化宫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
房山区拱辰街道办事处玉竹园小区停车场充电站、北京
市房山区十渡镇东湖港酒店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房山
区十渡镇孤山寨大峡谷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房山区琉
璃河镇小陶村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庆香

绿园酒店停车场充电站

64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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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丰

台区）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丰台
区华沿酒店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赵辛店商业街1号
地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赵辛店村委会停车场充
电站、北京市丰台区赵辛店村委会停车场充电站、北京
市丰台区卢沟桥路丰新电气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北京
西站地下P1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北京西站地下
P3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环岛停车楼充电站
、北京市丰台区西庄店后甫营村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
西庄店西庄店公交站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西庄店小店
村充电站、北京市丰台区佑安医院充电站、丰台区开元
盛世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公共快充站、丰台区庄宇泰阁置
业有限公司公共快充站、丰台区槐房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公共快充站、丰台区北庙村村民活动中心公共快充站、
丰台区东河沿村民委员会公共快充站、丰台区电力医院
公共快充站、丰台区五里店北里京辰大厦停车场公共快
充站、丰台区大灰厂村村北农家院公共快充站、丰台区
建委行政办公厅公共快充站、丰台区梨园村绿化基地公

245 0 245

43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海

淀区）
海淀区

玉泉慧谷办公区1号充电站、振东研究院、玉泉慧谷小
区、东北旺停车场、中国气象局生活区19号楼、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D楼、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M楼、百望
山公园（北门）、西郊汽配城国防教育基地、海淀汽配
地上A座地下、中国林业科学院、玉泉慧谷办公区2号充
电站、东北旺停车场、益园文创基地、振东研究院、中
航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D楼、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M楼、用友软件公司、顺事嘉业
创业园、金望泽、永安伟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西北旺
供电所、西北旺小区、国家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
海淀上庄馨悦家园、鼎好电子商城、卓展购物中心1、
首都师范大学东校区（地上）、京仪宾馆   (地上)、
四季青供电所、香山停车场 (香泉环岛）、香山停车场
(5号停车场）、卓展购物中心3、益园文创基地、牡丹

电子集团1

248 38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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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怀

柔区）
怀柔区

宝山文化广场充电站、怀柔区南华市场对面新能源汽车
4S店充电站、北京市怀柔区京密引水管理处充电站、喇
叭沟门植物园充电站、北京市怀柔区冷水峪景区充电站
、琉璃庙青石岭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怀柔区田园鸡度
假村充电站、北京市怀柔区峪口村充电站、北京市全国
宣传干部学院充电站（内部）、北京市怀柔区庙城家园
小区充电站、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原始森林停车场充电
站、后梓桥村停车场 、雁栖镇范各庄、怀北滑雪场充
电站、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怀柔城区供
电所 、APEC金雁饭店 、远端停车场 、大屯村停车场
、雁栖栖湖农庄停车场、京北大世界、红军庄停车场、
丽湖馨居、安各庄村、长哨营政府、仙台停车场、琉璃

158 46 204

45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门

头沟区）
门头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大峪办事处停车场充电站、北京
市门头沟区增北路石泉居住区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门
头沟区下安路王平镇西落坡马致远故居停车场充电站、
北京市门头沟区G109国道下苇甸村停车场充电站、京浪
岛集中充电站、普拉托小镇充电站、绿岛家园充电站

（东侧）、绿岛家园充电站（西侧）、凯翔风4S店充电
站、担礼隧道口充电站、下苇甸村充电站、炭厂村充电
站、爨底景区充电站、妙峰山景区充电站、戒台寺景区

197 7 204

46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密

云区）
密云区

密云区东邵渠供电所公共停车场、密云区海怡庄园公共
停车场、密云区希望小镇公共停车场、密云区锦绣饭庄
采摘园公共停车场、密云区排山汽车城公共停车场、密
云区山里寒舍公共停车场、密云区圣水渔村公共停车场
、密云区云龙涧旅游风景区公共停车场、密云区三峪旅
游风景区公共停车场、密云区张裕爱斐堡旅游景区公共
停车场、古北水镇景区停车场充电站、冶仙塔景区停车
场充电站、人间花海景区停车场、东邵渠嘉盛鑫农业观
光有限公司停车场、太师屯中兴街北路停车场、华电高

培中心停车场、北京葫芦大观园停车场充电站

21 12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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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平

谷区）
平谷区

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人民政府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
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华晨
金鼎公司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新城物业公
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前台头村海静利果公
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玻璃台村公园公共充
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纪太务村桃园仙居公共充
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华恒建材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
区熊儿寨乡老泉口村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
中桥村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国泰公共充电站、北
京市平谷区马昌营供电所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山
东庄供电所公共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峪口供电所公共

充电站、北京市平谷区体育局公共充电站

97 11 108

48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石

景山区）
石景山区

北京市石景山区北方工业大学停车场、北京市石景山区
眼科医院公共充电站、北京市石景山区北京大公馆公共
充电站、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金融中心B2停车场公共充
电站、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金融中心B3停车场公共充电
站、北京市石景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公共充电站、北京
市石景山区中础大厦公共充电站、石景山区沃尔玛山姆

会员商店公共充电点

114 4 118

49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顺

义区）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高泗路春晖园温泉酒店充电站、北京市顺
义区园区南路鲜花港P1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顺义区木
燕路汉石桥湿地充电站、北京市顺义区顺沙路高丽营大
集充电站、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辅线充电站、北京市顺义
区裕龙二街裕龙花园大酒店充电站、北京市顺义区通怀
路沿河村充电站、北京市顺义区牛富路牛栏山镇充电站
、北京市顺义区裕龙二街裕龙花园大酒店充电站、顺义
区南彩镇社区卫生服务站公共充电点、顺义区乔波国际
会议中心公共充电点、顺义区北石槽镇综合服务中心公
共充电点、顺义区杨镇供电所公共充电点、顺义区北务
供电所公共充电点、顺义区顺义宾馆公共充电点、顺义
区杨镇顺平路专用充电点、顺义区北石槽供电所院内公
共充电点、顺义区石家营公共快充站、北京市顺义区航
港大厦北侧公共充电站、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公共充

电站

212 3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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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通

州区）
通州区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供电所充电站、北京市通州区华远好
天地充电站、北京市通州区济德商城充电站、北京市通
州区马驹桥联东U谷充电站、北京市通州区华远铭悦园
充电站、北京市通州区七夕爱情主题乐园充电站、北京
市通州区月亮河公共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通州区华远
铭悦园充电站、北京市通州区七夕爱情主题乐园充电站
、通州区永乐店柴厂屯开发区公共快充站、通州区西集

远东加油站公共快充站

68 40 108

51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延

庆区）
延庆区

北京市延庆区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充电站、北京市
延庆区北京八达岭风景区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延庆区
水官长城旅游景区停车场充电站、北京市延庆区北京大
成众信贸易有限公司充电站、北京市延庆区那里寒舍景
区充电站、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人民政府充电站、北京
市延庆区北京圣世苑温泉大酒店有限公司充电站、北京
市延庆区延庆镇体育场充电站、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
原乡美利坚景区充电站、北京市延庆区珍珠泉村民委员

164 8 172

52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经

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

发区

北京市亦庄开发区汇龙森三园公共充电站、北京市亦庄
开发区天通泰商业区公共充电站、北京市亦庄开发区朝
林大厦西侧公共充电站、亦庄地铁文化园站P+R停车场
、亦庄地铁万源街北侧P+R停车场、亦庄地铁荣京街北
侧P+R停车场、亦庄地铁荣昌街北侧P+R停车场、开发区
管委会大楼南侧P+R停车场、北工大软件园充电站、汇

龙森国际科技公园

188 56 244

3118 850 3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