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区域 充电桩数量（个）

1080

1 东城区信德京汇中心充电设施项目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 东城 10

2
东城区居然大厦停车场公用充电设施

项目
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城 2

3
东城区北京歌华大厦地面停车场充电

桩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东城 5

4
东城区陶然中海地产广场公用充电设

施项目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东城 3

5
西城区友谊医院充电桩（干保楼底下

车库、门诊楼地下车库）项目
北京华商信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西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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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城区东联大厦充电桩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西城 5

7 西城区翔达大厦充电桩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西城 3

8 海淀区西北旺镇东大停车场项目 万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 62

9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海淀公用充电

桩项目（打捆2个项目）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 海淀 16

10
海淀区东北旺南路33号百旺绿荫停车

场项目
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 11

11
海淀区西北旺唐家岭村电动汽车公共

充电设施项目
高陆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 16



12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海淀区公共充电桩项目（打

捆4个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海淀 18

13 北京海淀银网中心充电站项目 北京一充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 4

14
海淀区南安河路5号南安河渣土暂存

场地停车场充电桩项目
北京海绿运运输有限公司 海淀 6

15
海淀区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充电站

项目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 23

16 丰台区万芳亭公园公共充电站项目 万芳顺通汽车租赁公司 丰台 4

17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丰台区公用充

电设施项目（打捆3个项目）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 丰台 22



18 丰台区总部基地公共充电站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丰台 20

19 丰台区晓月苑五里北停车场项目 万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丰台 6

20
丰台区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店）充电

站项目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丰台 8

21
丰台区华商信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丰
台区公共充电设施项目（打捆2个）

北京华商信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丰台 12

22 丰台区集美家居公共充电站项目 北京福威斯油气技术有限公司 丰台 47

23 丰台区安泰大厦停车场充电桩项目 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丰台 24

24
丰台区宝隆大厦特瓦特电动汽车充电

桩项目
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丰台 40



25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石景山区茂华大厦充电站项

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石景山 3

26
石景山区古城创业大厦地下停车场充

电站项目
古城泰然投资管理公司 石景山 40

27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朝阳区公用充电设施项目（打捆

2个项目）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 22

28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朝阳区公用充

电设施项目（打捆2个项目）
北京小鹏汽车有限公司 朝阳 18



29
朝阳区中铁研究院东郊分院（K5.4-

K5.7外侧）公共充电站项目
北京环铁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朝阳 9

30
朝阳区居然之家北五环靓屋灯饰城公

共充电站项目
北京海泉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朝阳 7

31
朝阳区来广营乡润阳物业停车场公共

充电站项目
北京华阳奥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朝阳 6

32
朝阳区蔚蓝环铁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

项目
北京星创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 10

33
朝阳区北京捷德（成寿寺路66号）公

共充电站项目
北京捷德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朝阳 12

34
朝阳区首华大厦地面停车场公共充电

站项目
北京华盛万程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朝阳 4



35
北京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朝阳区
公用充电设施项目（打捆2个项目）

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 66

36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朝阳区公用充电设施项目

（打捆6个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朝阳 41

37
朝阳区汇佳大厦地下二层停车场公共

充电站项目
山海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朝阳 5

3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D5街区充电

设施二期项目
高陆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13



39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经济开发区项目（打捆2个

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开发区 16

40
智电速能（北京）新能源科技公司开

发区项目（打捆2个项目）
智电速能（北京）新能源科技公司 开发区 34

41 昌平区腾讯众创空间充电桩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昌平 3

42
昌平区中国石油大学电动汽车充电站

项目
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昌平 7

43 昌平区北京时代文具公司充电桩项目 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昌平 30

44
昌平区回龙观朱辛庄北农路7号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项目
北京智慧云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昌平 16



45
房山区东方1956产业园电动汽车充电

桩项目
万帮金之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房山 22

46
房山区苏庄西区停车场公共充电桩项

目
万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房山 14

47
大兴区美利国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项

目
北京智慧云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大兴 11

48 大兴区嘉悦广场充电桩项目
万城万充（北京）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大兴 6

49
北京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兴区
公用充电设施项目（打捆2个项目）

多达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大兴 46

50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顺义区公用充电设施项目（打捆

2个项目）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顺义 41



51 顺义区新国展充电站项目 北京艾弘天宇工贸有限公司 顺义 20

52 顺义区法医院充电站建设项目 北京雁泉科技有限公司 顺义 5

53
和瑞众联顺义区公用充电设施项目

（打捆2个项目）
和瑞众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顺义 51

54
顺义区后沙峪地铁站附近博冠环宇充

电站项目
北京博冠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顺义 10

55
顺义区京密路后沙峪8号公共充电站

项目
智电速能（北京）新能源科技公司 顺义 9

56
通州区马驹桥物流基地恒日电动汽车

项目
合众融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通州 9

57 通州区通州金冠充电站 北京金冠华电科技有限公司 通州 30

58 密云区北日盛天宇公共充电站项目 北京市日盛天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密云 3



59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2020年第一批充

换电站项目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房山、平谷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