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租赁备案便民服务点信息表
（2018.6.19更新）

序号 行政区 服务点名称 地址 店面负责人 店面电话

1 东城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27A号 郭金 13370126053

2 东城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家园11号楼101号底商 张滋 18810041972

3 东城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11楼1层11-1 云中燕 13121622778

4 东城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街1号院万国城2号楼101室 赵佳 18514201269

5 东城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新景家园16号楼底商麦田房产 文振新 13521388259

6 东城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号1-11-2底商我爱我家 张晓娟 59809789

7 东城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民旺园30号楼配商一层4A地下一层8A 胡春社 64201660/84216680

8 东城区 链家服务点 东城幸福家园2号楼商业104号 徐进 67112991/67112939

9 东城区 链家服务点 东城安外大街安德路47号 杨永涛 84117757/84117887

10 东城区 链家服务点 东城朝阳门北小街8号楼一层8-5号 王志国 84066527/84066715

11 西城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1号院1号楼1层13室 王璐瑶 18911384406

12 西城区 麦田服务点 西城区广外大街红居街远见名苑5号楼C座 王欢 15711166837

13 西城区 麦田服务点 西城区菜市口大街甲2号院8号楼1至2层101号 王钊 18910622705

14 西城区 麦田服务点 西城区椿树园15、16、17、18号 王党立 13910664750



15 西城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202号1号楼1层105 杨少贞 63135546

16 西城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0号楼108一层我爱我家 王瑞霞 59808226

17 西城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丙3号底商我爱我家 袁红军 68052561

18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半步桥街60号院2号楼60-9 秦立明 83953271/83953541

19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号18栋105室 孟占令 13522438111

20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7号国侨宾馆37-20 李艳丰 68312930/68317030

21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南街50号院2号楼商业用房 代洪权 63439001/63497001

22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宣武区西便门东里13号楼一层06、07、08门面房 李宁 63013732/63041501

23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西城区太平桥大街98号院 滕华彬 58597045/58597012

24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西城区月坛北街16号楼底墒 冯伟 68020913/68027984

25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西城区红莲北里11号楼2门（11-7） 刘杨 63312841/63312842

26 西城区 链家服务点 西城区太平街6号1至2层121 梁云龙 59361412/59361417

27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朝阳区远洋天地社区，67号楼105号底商麦田房产 张凯涛 15321364078

28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202号楼107 陈如 13810594338

29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76号院5号楼12A+B 刘洪祥 15210979918

30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万兴苑E3-F4裙楼172号底墒 花明月 15712957370

31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成慧路2号院2号楼1层1单元101室 李新 13521805731



32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6号楼（一层25号房东侧第一间） 李雪连 15101186024

33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五号院13号楼11号 张宏海 18614024499

34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2号楼101 金菊茹 18601326521

35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金泉广场F栋1层23号底商 刘海利 15011565933

36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11号楼首层中段西侧 王晶晶 18601385356

37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鹿港嘉苑B2-101号商铺 丁爽 13141165255

38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院1号楼0101号一层部分房屋 赵芳 15801508423

39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水岸庄园1010号楼107-1号 周云龙 13611102086

40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天力街15号楼1层21号 常航博 15652007773

41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天溪园20号楼一层商业11（F1-11）号商铺 张福新 18610321371

42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林萃路倚林佳园19楼首层101 史红韦 18910096910

43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2号楼1层商业15 郭鑫磊 13718322337

44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222号楼E-0104 吴坤 18710239703

45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炫彩嘉轩底商麦田房产 孙金香 17310038153

46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星火西路17号楼一层部分面积及二层10.5轴-12.5
轴部分面积

陈继超 15001255015

47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沿海赛洛城305号305-2底商麦田房产 丁欢欢 18513520152

48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广泽路6号院13号楼S3 尹海梅 15330272028



49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将台路商业街新建楼下 杨复花 18516859661

50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北苑路86号院210号楼1至2层106 吴秀军 13521021372

51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常营柏林爱乐三期1号楼底商1-7麦田 于卓 18311161558

52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朝阳北路107号院珠江罗马嘉园50号楼101底商 罗绪鑫 13381308324

53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7号院东小楼南二层 贾祎星 13716768772

54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7号院东小楼南二层 董莉 13718887089

55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成寿寺路134号院3号楼1至2层0121 万登 15910501978

56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大屯里106号楼一层（阿森鲍鱼南侧) 阚玉冰 13720010877

57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芳园南里9号院7号楼108、210 李贵忠 18310717646

58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甘露园中里1号楼1至2层D号 刘兰峰 15600233111

59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广渠路23号院7号楼1层7-3 赵艳 18911517823

60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广渠路28号，215号楼1层201-南119A 刘建利 18201331026

61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广渠路66号院4号楼甲3号 方怡璇 17611290318

62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国风北京608号楼1层02室 许莉伟 13241935926

63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金蝉里22号院3号楼1层102号及2层部分房屋 李康宇 13381195540

64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科学园南里风林绿洲6号楼1A 张媛 13693655298

65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来广营7号院18号1-2层101 陈岩 17801087530



66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南湖南路16号院4号楼1至2层112号底商 刘国燕 18910362122

67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青年路西里2号院6号楼1层底商部分 李培 18801450984

68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清河营南街7号院1号楼1层118号、1层117号、1层116号 刘佳滨 15910627042

69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十里堡乙2号院1号楼1-7底商麦田房产 秦海霞 13269004466

70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松榆南路38号院1号楼B座-0102 穆香茹 18518684696

71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太阳宫二街3号院11号楼1-2 王佳 13701199479

72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望京西园三区314号楼（A座）六单元101号 张晓雪 13051182915

73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霞光里66号院1号楼1至2层底商A04 郝云丹 18800121426

74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夏家园11号楼1层1号商业以西北角对角线到广告牌典字为
准

柯姣 13811446069

75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新东路12号院4号楼底商4-016（部分） 张向向 13522501845

76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甲3-A1号 刘忠宝 13811562627

77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5号楼C单元105室底商 刘孟然 15001320807

78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金隅丽港城底商麦田房产 陈帆 18811140914

79 朝阳区 麦田服务点 姚家园路活力东方广场麦田房产店 张艳珠 18500029392

80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78号院1号楼A派公寓底商我爱我家 赵晶7 87724814

81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中里1号楼A底商我爱我家 杨红娟 65447410

82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北里32号楼底商 路晓杰 64365982



83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科学园南里西街3号院北京绿城•城园底商我爱我家 孙微微 84097535(传真)

84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甲2号院17号楼底商我爱我家 王颖侠 84626851

85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甲3号楼B2号 苏晨蓉 84369142

86 朝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朝阳区望京东园一区118号楼宝星华庭底商我爱我家 白建立 64711175

87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6号4幢1层109 范彬 85975961

88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7号院5号楼（新天地底商 邢成伟 65455711/65478511

89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成慧路2号院街道办事处2号楼1层2单元101 杨婵婵 84612431/84617691

90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东柏街10号院4号楼1层10 董军卫 67043104/67043741

91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88号甲8号楼一层商业 刘武 13693020509

92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218-219号楼1层1-6-1（部分） 董亮 64829301/84987411

93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202号楼1至2层101内一层107室 罗林 64942541/84801141

94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6号楼佳汇中心102商铺B部分 孟健 65512795/65516935

95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4号楼124（万达广场国际公寓4座1单
元D24号房间）

姚永刚 58205803/58205805

96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五号一层 林学兵 85767451/85784812 

97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松榆西里11号楼01层11-1-6（部分） 巴益东 67278562/67278721

98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五区502号楼1至2层精品店-11、望京东园
五区502号楼1至2精品店-12

张红科 64715262/64717092

99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北里5号中北侧的二层楼房（东起力鸿花园8
号楼西道路，西至左家庄西街，北起力鸿花园西大门，南至锦江
之星北墙）

陈泉 84059364/84059403



100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北苑家园清友园19号楼部分底商 韩艳玲 84963092/84963567

101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广渠路36号院6号楼 刘鹏 67730766/87773766

102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华严北里39号楼一层1号 尤根群 82859685/82859574

103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建国路29号兴隆家园1号楼1层101、2层201. 邓志海 85762208/85762607

104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百子湾16号百子园B区会所17号楼102室 李海臣 87510413/87766961

105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常营乡鑫兆佳园组团三13号楼1层10单元01商业02（含跃
层）

王改丽 65430422

106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花家地西里117楼底墒 崔建刚 84294793/64751261

107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酒仙桥路26号院2号楼1至2层B01 赵先华 52027960/52027961

108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世纪东方嘉园1区9号楼9-07号 贾云峰 87352889/87357311

109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首都机场南路2号院1号平房 甘喜林 64567413/64567411

110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天溪园20号楼一层商业12号 张劲国 84920075/84921694

111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望京西园321楼底商101 李永光 64719400/64719408

112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区裕民路88号 冉漫 82081516/82071392

113 朝阳区 链家服务点 朝阳幸福二村38号楼1至2层38-1138-12 姜玉华 84444865/84444867

114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德惠路1号院14号楼1层3-168室 刘芳杰 18911135235

115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华清嘉园甲15号楼105 金子龙 13911481771

116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时雨园甲2-9商铺 肖雨玲 18611094574



117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佳园36号1层 贾平 15901477612

118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花园安和园22号楼一层底商 邱艳艳 13522049987

119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翠路17号院2号楼1层商铺 周岳濛 13220176555

120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西路程远商务底商麦田房产 陈慧敏 15210613643

121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逸成东苑4号楼1单元101室 陈雪融 13521688653

122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阳春光华橡树园底商104室 郭钦鹏 13911269817

123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五里14号楼2门103室 布淑娜 17301130513

124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裕泽园小区6号楼底商111房间 王记玲 18811017547

125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乐府江南北门底商麦田房产 郭晓英 18500318468

126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安宁庄前街清上园1、2、3号楼1层101、104 吴颖 15201042294

127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宝盛里观澳园1号楼、16号楼1层营业厅106 孙新泽 13466726160

128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后厂村路冬晴园南门底商麦田房产 王娟 13717560723

129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冷泉林语山庄三区24号楼-1层102 阮晓红 15311775252

130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六区底商 肖雅莉 18515958278

131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西二旗西路2号院85号楼1层单元04 韩丽 13161248588

132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杏石口路西山商业大厦B座（西厅） 李宏涛 13730042316

133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区紫竹院路98号12号楼1段首层西侧底商 赵丹 17710343239



134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海淀万柳蜂鸟家园4号楼底商13号门店麦田房产 陈征 13911610701

135 海淀区 麦田服务点 清河龙岗路35号高巢小区底商 王凯 17710740453

136 海淀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8号院1号楼底商我爱我家（公汽四厂
东侧）

杨静 68410163

137 海淀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1号院交大嘉园5号楼底商 王静怡 62275524

138 海淀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河庄苑4号楼底商我爱我家 张琰 82827942

139 海淀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西路动街区底商109我爱我家 程军霞 82464977

140 海淀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五里15号楼7门101 姜雪 59685309

141 海淀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月泉路建清园小区3号楼底商 彭真珍 82714770

142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采石路玉海园5里20号楼一层10号门 王红伟 88280720/88280721 

143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大学路1号院5号楼1层D 谷雪峰 82132291/82163931

144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彭化路7号楼1层7-6 程兴俊 88444917/88444927 

145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里四区1号楼1层甲5号 杨立志 82482580/82482630

146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育新花园小区16号楼2层部分 殷国山 82915741/82919644

147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广华园（UHN国际村）6号楼06号底墒 汪伟 52003150/52003154

148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花园东路30号北京海淀花园饭店内美容美发2层 宋书成 62010207/62010227

149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林业大学北路18号院3号楼 吴昊 82367719/82367939

150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清河宝盛里观林园B26号楼一层部分商铺 冯硕 69614752/69614753



151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区农大南路博雅西院1号楼5门 孙立江 82795160/82795163

152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家园17号楼1－103 王丹 68790413

153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区万柳中路蜂鸟家园4号楼4-16 包二平 82860905/82871023

154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区西翠路17号院20号楼一层商铺8 孔二红 88219097/88219108

155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区小南庄四号楼 谢民/付雷雷 82634434/82634424

156 海淀区 链家服务点 海淀中科院南路14号 张金钢 82517201/82517220  

157 丰台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六圈路2号院4号楼1层108 吴帆 18210829496

158 丰台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紫芳园四区2号楼B1/F-1/F102室 朱叶 15810148994

159 丰台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紫芳园四区2号楼B1/F-1/F102室 周会珂 15313310768

160 丰台区 麦田服务点 丰台区青塔西路58号院21号楼1层23 郜红卫 18810909655

161 丰台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蒲芳路30号西北角临街房 李伟 59807799

162 丰台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晓月四里1号楼1层1单元102 丁美云 63776373

163 丰台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3号底商我爱我家 厉亚芬 67276138

164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南路58号院8号楼1层115 孙鹏辉 67653890/67656039

165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风荷曲苑13号楼1层009 窦树峰 52730542/52730543

166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慧时欣园13号楼南底商一层01号 赵光 67286230/67286521

167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168号院6号楼1至2层24 李宁 15600680564



168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郭公庄中街20号院5号楼1至2层101 高俊 56358562/56358563

169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丰台区方庄蒲芳路甲8号 郑慧建 67621014/67621043

170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丰台区梅市口路15号院7号楼 刘永歌 83822976/83822407

171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丰台区南方庄小区2号楼底商 宋大鹏 67613119

172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丰台万芳园一区18好楼1层09单元商业17 周杨 83068405/83068409

173 丰台区 链家服务点 丰台星河苑2号院18号楼1层商业03 张新旗 67569056/67569721

174 石景山区 麦田服务点 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南区北门22号楼底商麦田房产 王娜 13651010651

175 石景山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大街106号 任芳 59809900

176 石景山区 链家服务点 石景山区八角北路08#地5号住宅楼1层06 康伟 88937730/88937695

177 石景山区 链家服务点 石景山区老山西里59号西侧第一间 李猛 88934630/88978165

178 石景山区 链家服务点 石景山玉泉二区4号楼一层10A 高丹丹 88682254/88682267

179 通州区 麦田服务点 通州区潞通大街192号 何世友 18611307741

180 通州区 麦田服务点 通州区永顺镇 通朝大街275号 世纪星城96号楼底商麦田房产 苏日古嘎 13522325622

181 通州区 麦田服务点 通州区运河湾潞通大街192号麦田房产 刘建川 13311553309

182 通州区 麦田服务点 通州区砖厂北里132号楼114 武姣姣 18511177911

183 通州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通州区通朝大街268、270/272/274号一层 董妍 60555484

184 通州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小潞邑村9号楼 姚芳 89588303



185 通州区 链家服务点 通州后南仓2号楼底商（原佟麟阁街41号） 杨晓 69555818/80570154

186 通州区 链家服务点 通州区通胡大街80号商3号 白东月 80851599/80851554

187 通州区 链家服务点 通州云景东路6-3 郑志高 81539617/81539632

188 房山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房山区阜盛东街57号院4号院 李桂好 50845745/50845749

189 房山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起步区3号地北侧住宅混合公建项目16#综合
楼1层105

刘丽琴 81310686/81310696

190 顺义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顺义区前进花园石门苑5号楼6单元102 赵月茹 59806190

191 顺义区 链家服务点 顺义幸福东区10号楼一单元102 吴勇 69447527/69447595

192 顺义区 链家服务点 顺义怡馨家园5号楼57号门市 郝秋凤 81487820/81487883

193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幸福东区19号楼一层2号 郗宏升 63463829/63443132

194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双阳南区20-103 张海花 61450964/61451296

195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石园北区40-5-101 刘海红 89448401/89440574

196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裕龙花园四区9-03 郭文飞 89409948/63486964

197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万科城市花园康乐中心101 赵文 80462768/80417968

198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三山新新家园四区4-2 王绍竹 80424757

199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李桥镇半壁店 谭健 81466314/81466944

200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馨港庄园二区28-01 齐立燕 81477096/81478404

201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南竺园一区甲1-05 黄忠富 64575871/64576014



202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空港街道天竺花园天韵阁1-108 石建勇 84166289

203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顺兴街9号院24-01 于新新 69433194/69433184

204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梅香街8号院3-06 董梦梦 69402120

205 顺义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顺义区西辛南区甲37-2-102 顾明启 69421160/69421130

206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承泽苑2号楼底商7号 包文明 13911667117

207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西区霁月园3号楼155号1层东第二间 谷春荣 18601366600

208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西区霁月园8号楼153-27 彭曙阳 15101644588

209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西区霁月园8号楼滨河路153-26号1层 贾生军 18601366660

210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冯村商业街一层2018号 于建军 18601366676

211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惠民家园二区32号楼1层102-1号 高翔 15110106717

212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惠民家园一区1号楼1层2单元101-1 陈广山 18601366661

213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剧场东街8-17号 李洁 18601366653

214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门新区二区B4地段高铺8号楼底商4门 葛胜岳 13911863358

215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兴南二路6号院1号楼1层111室 刘涛 18600220416

216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门营新区六区7号楼底商2号 周天秀 18601366696

217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1号一层西小厅 云兆军 13601139987

218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水闸路16号 唐群珍 18601366627



219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76号 梁丹 18601366633

220 门头沟区 金城阜业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13号院1号楼东1-8 刘建飞 13611033479

221 门头沟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门头沟新桥南大街44号 王雷/崔敏 69862462

222 大兴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郁花园一里21号2-102底商我爱我家 贾爱匣 60257147

223 大兴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庑殿路佳和园新区（清欣园旁）我爱我家 杨爱博 67064414

224 大兴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北里1号楼底商我爱我家 郝欢欢 64225743

225 大兴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大兴旧宫镇宣颐路24号底商 牟少宾 67068217/67068327

226 大兴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大兴区车站中里甲1号楼1-2（1、2两间） 王杰 69298106/69298196

227 大兴区 链家服务点 大兴区兴海家园欣海北街50号门面 郑琪元 60234031/60234052

228 大兴区 链家服务点 大兴新城北区2号地23号商业办公楼1层 裴立新 80224501/80224502

229 大兴区 链家服务点 大兴枣园巷3号院中建港湾嘉园10号楼106室 贺衡峰 69223659/69252833

230 密云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密云区行宫街48号院4号楼1层01 范东阳 69025580/69025590

231 密云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密云区行宫街86号1至2层 于亚丽 69084706/69084716

232 密云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密云区西门外大街7-9号 李建春 89036217/89036937

233 密云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密云区长安小区13号楼1层2单元101号 张伟丽 69027007/69025586

234 密云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密云区行宫小区28号楼2单元102、202号 于晓雪 81095783/81095772

235 密云区 金色时光服务点 密云区新东路139号 张静 89087401/89087402



236 昌平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3号楼一层 吴传龙 18910985230

237 昌平区 麦田服务点 昌平区昌平路380号院29号楼1至2层01底商 陈诗卉 15311858905

238 昌平区 麦田服务点 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336号院3号楼1层113号 汪亮 18210329212

239 昌平区 麦田服务点 昌平区回龙观上北鑫座4号楼底商麦田房产 姜雪茹 18612376275

240 昌平区 麦田服务点 昌平区回龙观镇龙腾苑六区21号楼-1至2层5 李娜 18911419010

241 昌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龙华园小区15号楼底商东1门我爱我
家

吕宁玉 80743646

242 昌平区 我爱我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国泰百货底商我爱我家 高云婧 59807032

243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园26号楼1层105 马俊艳 60716214/60760237

244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霍营地铁站E口底商 孙振明
60728215/60728322/
81799072/81799382

245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育知东路31号楼1层 高有峰 60728991/60728996

246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云趣园二区2号楼首层底商 胡万忠 81799652/81799682

247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佳运园26号楼1层117 徐金 64939844

248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北京市昌平区龙域中路12号院1号109号房屋 高冬梅 62849430/62943780

249 昌平区 链家服务点 昌平区天通苑北三区34号楼2单元101 张来斌 80788373/80788669

250 开发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林肯公园二期西门麦田房产 李胜莹 18311078457

251 开发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园二里二区55C-1F 刘海涵 13161999973

252 开发区 麦田服务点 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天宝园五里二区一幢D1 王琦 18910727883



253 开发区 链家服务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园五里一区22号楼A3 冯悦攀 67804014/67804034

254 开发区 链家服务点
经济开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侧绿化带A-5#商业楼1层101、2
层203

赵明喜 87520195/87520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