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测点公布名单
序
号

辖区

名称

经营地址

1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魏公村店

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街1号韦伯豪家园2号地下1层、地上1层

2

海淀

北京甘家口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7号

3

海淀

北京物美综合超市有限公司北洼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28号商住楼一层

4

海淀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北京万泉河商场

北京市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号

5

海淀

北京天超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四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70号院551楼底商

6

海淀

北京美廉美连锁商业有限公司花园路超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13号

7

海淀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海淀文慧园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红联村3号北1至-1层

8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利客隆玉泉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2号

9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清河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毛纺路

10

海淀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肖家河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龙背村路99号院1号楼地下一层

11

海淀

北京京客隆首超商业有限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环岛东南95号楼

12

海淀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万柳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巴沟路2号万柳购物中心地下一层

13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上地店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大道路西

14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厢红旗店

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菜蔬商店18号二层楼

检测项目

15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双榆树店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

16

海淀

北京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知春路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4号楼地下一层、地上一层、地上二层

17

海淀

北京卜蜂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金源时代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B1层

18

海淀

北京美廉美连锁商业有限公司学清路超市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8号东侧1-2层

19

海淀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田村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43号环京现代物流设施项目地下一层A001-100

20

海淀

北京诚佳和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辛村59号平房

21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宝盛里店

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北里西区28号楼地下一层

22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北清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友谊路102号院16号楼

23

海淀

北京千禧龙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六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家园小区商业楼一层

24

海淀

北京市亮甲店菜市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亮甲店常旺村1号

25

海淀

北京市五道口集贸市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36号

26

海淀

北京民食源农贸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东区7号楼西侧

27

海淀

北京四道口水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四道口路1号

28

海淀

北京羊坊店站东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北蜂窝路7号

29

海淀

北京市白堆子农副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甘家口13号地下一层

30

海淀

北京羊坊店东路农贸市场中心

海淀区羊坊店东路120号

31

海淀

北京增光鸿运农副产品市场中心

增光路35号

32

海淀

北京五环玉泉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南门桥9号

食品检测

33

海淀

北京清河镇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环岛西南侧

34

海淀

北京益民恒通农副产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铭科苑

35

海淀

北京嘉源五孔桥农副产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1号

36

海淀

北京玉泉东商品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8号

37

海淀

北京西郊伟伟农副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沙窝村西郊苗圃东院

38

海淀

北京市火星龙翔商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甲12号

39

海淀

北京市海民兴农副产品市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46号

40

海淀

北京健翔桥农副产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甲1号

41

海淀

北京华澜园集贸市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南楼

42

海淀

北京兴福兴发农副产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43

海淀

北京锦绣大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鲜肉经营部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69号物流港一层

44

海淀

北京仁和四季农副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105号

45

海淀

北京锦绣大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甲69号院11号楼一单元101室

46

海淀

玉渊潭公园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玉渊潭公园南门游客服务中心

47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玉泉路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8号楼一层

48

海淀

北京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永定路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85号1区416-1

49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复兴路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3号

50

海淀

北京翠微康玉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1号（翠微大厦）

51

海淀

北京车道沟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四季青粮管所

52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世纪城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金源店1层

53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远大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四层4003-4005号商铺

54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四季青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一层101号

55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永定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乙1号14号楼41号商铺

56

海淀

北京医保中洋大药房有限公司田村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圣华园6号楼底商22号

57

海淀

北京保爱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10-22号

58

海淀

北京同仁堂四通桥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7号乙1号

59

海淀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公司怡秀园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怡秀园综合楼

60

海淀

北京养生堂药店有限公司中关村大街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广场地下家乐福中关村广场店54号

61

海淀

北京医保中洋大药房有限公司前八家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22号

62

海淀

北京养生堂药店有限公司二里庄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西路14号

63

海淀

北京济安堂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华清嘉园8号楼

64

海淀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第四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甲3号平房

65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牡丹园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翠微大厦一层东侧

66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太平庄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号c101、c102-03

67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学府畅春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畅春园北大超市发一层

68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中关村北大街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34区

69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园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照澜院商业区

70

海淀

北京好得快医药有限公司第一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1号1层

71

海淀

北京新兴德胜药房有限公司学院南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4号一号楼（鑫荣泉物业楼）一层

72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蓟门桥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小区南10号楼南侧1-1平房

73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高粱桥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B座04号

食品药品检测

74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钟寺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中鼎大厦A座盈太百货一层

75

海淀

北京福鸿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大学路1号院6-3

76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马连洼店

北京市海淀区马莲洼小区兰园2号商用楼南楼及南侧平房

77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三旗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新都路1号

78

海淀

北京百济堂药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永泰庄北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东里怡清园一号楼一层1号底商

79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航天城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友谊路102号院16-19号楼底商17号

80

海淀

北京德盛康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九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冷泉西B区3-38号-14-15

81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地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41号院1号楼B003

82

海淀

北京正济堂药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市海淀区小营四拨子科技四站一层（东方美都汽配城东侧1号）

83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二旗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6号二区15号楼一层底商

84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小营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西小营村温阳路东平房

85

海淀

北京同仁堂颐和园路药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街1号89至91幢平房

86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永德康正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138号一区6号

87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上庄药店

海淀区上庄乡区政府东侧10米

88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永泰店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东里51号楼底商

89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育新花园小区16号楼1层西部

90

海淀

北京百济堂药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新都利康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西二里23号楼1层8号底商

91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新家园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物业公司1号楼

92

海淀

北京新兴德胜药店有限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号甲7号楼一层2号

93

海淀

北京百济堂药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海淀小营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雄狮机械厂）4幢1层406室

94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万柳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阳光春光华家园11号楼2门103

95

海淀

北京同仁堂苏州街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20号2号楼一层

96

海淀

北京普安法码西医药有限公司巴沟路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巴沟路2号B139号

97

海淀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第二京卫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7号

98

海淀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第十五京卫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万柳中路新纪元家园第2幢3单元1B号房

99

海淀

叮当智慧药店（北京)有限公司第二十六店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9号B楼一层一号

100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河店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力度家园G座101、102号

101 海淀

北京清河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
三街72号19幢

102 海淀

北京德盛康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二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铭科苑北侧三角地益民市场Q01号

103 海淀

北京百济堂药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西三旗店

北京市海淀区环三旗建材城南侧平房6号

104 海淀

北京新兴德胜连锁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华庭三区8号楼H2H3

105 海淀

北京高远百康大药房有限公司大钟寺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明光市场北（金五星四道口百货城二厅）

106 海淀

北京高远百康大药房有限公司学院路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6号1号楼13号

107 海淀

北京养生堂药店有限公司学院路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8号

108 海淀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增光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37号中海馥园三号楼底商1C号

109 海淀

北京同仁堂航天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0号东配楼（一层）

110 海淀

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车道沟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25号104室

111 海淀

北京高远百康大药房有限公司远大路分店

112 海淀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翠微路连锁店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甲3号一层

113 海淀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太月园连锁店

北京市海淀区罗庄西里13号楼1层

114 海淀

北京养生堂药店有限公司小西天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志强园8号楼地上一层

115 海淀

北京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十六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索家坟29号楼1层102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园四区甲1号楼一层4号

药品检测

药品检测

116 海淀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上园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路上园村4号写字楼1层1号

117 海淀

北京养生堂药店有限公司大钟寺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院1号楼

118 海淀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西翠路店

北京市海淀区西翠路5号今日家园7号楼底商东侧

119 海淀

北京众康源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6号院西北角

120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西站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7号平房

121 海淀

北京保益康安利亚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吴家村路5号院4号楼一层

122 海淀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大运村连锁店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7号平房

123 海淀

北京达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八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马甸西村路4号1号楼一层底商

124 海淀

北京信康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海淀西苑店

北京市海淀区中直路9号1层101-1071号

125 海淀

北京达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二分店

北京市海淀区水磨新区37号

126 海淀

北京阜石路金象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田村畅茜园景宜里1-8

127 海淀

北京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海淀第十一分店

128 海淀

北京康益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白家疃温泉农机厂院内平房

129 海淀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温阳路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西颐小区院内平房

130 海淀

北京达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31 海淀

北京北肿恩济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2号

132 海淀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时珍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新科祥园4号楼1层03、04室

133 海淀

北京养生堂药店有限公司魏公村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15号楼一层

134 海淀

北京众博康健医药有限公司海淀马连洼店

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竹园31号楼1层112室

135 海淀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金沟河连锁店

北京市海淀区金沟河路10号院1号楼一层

136 海淀

北京香云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南辛村1号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南里10号楼1层4单元商业8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门头村京香花园216号一层

137 海淀

叮当智慧药店（北京）有限公司第十五店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东馨园小区十号楼前商业房

138 海淀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后沙涧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同泽园西里1号楼10号

139 海淀

北京鑫黄浦医药有限公司西闸药店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西闸村303车站旁

有问题的监测点
序号 辖区

名称

1

海淀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农科店

2

海淀

3
4

经营地址

检测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30号四区5
号楼地下一层、二层

王云浩

北京天超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三分
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路口
公司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发台头村 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农场礼堂中段
海淀
店
一层、二层
海淀

北京市太舟坞集贸市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环山村

王洪岩
贾艳宁
袁奎

监测点
备注
撤店，设备在超市发总部（经营不善）已上报处室
总部地址：海淀区清华园150号蓝润大厦3层
撤店，设备在温泉食药所（经营不善）已上报处室
撤店，设备在苏家坨食药所（经营不善）已上报处室
市场已关停，快检设备暂由温泉所保管。已汇报市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