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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定保洁中心

地址:大兴安定镇东大街路北

电话:01080233208

北京人人保洁清洗公司

地址:北京电视台西边 500 米

电话:01088438426

北京华宇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密云鼓楼东大街（山水大厦 614 室）

电话:01069069599

北京家家保洁清洗中心

地址:光熙门北里 22 号

电话:01064311997

北京老兵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西郊机场南跑道路南

电话:01088438649

北京通明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东城区和平里九区 18 门 10 室

电话:01084292326

北京来了净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十字口村

电话:01064311800

北京潘达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张郭庄

电话:01083876822

北京政城保洁清洗公司

地址:广外车站西街 23 号楼

电话:01063281126

北京安雨洁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安外小关里 10 号院

电话:01064891645



北京百利康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丰台区三路居乙 86 号

电话:01063587358

北京佰利顺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田村后街 293 号

电话:01051296056

北京保洁特洗涤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大兴王各庄村

电话:01089243785

北京北方金星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东四七条乙 42 号

电话:01084043373

北京东菲清洗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加州水郡东区商业楼二层）

电话:01080391477

北京都市洁净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十里堡北里 2 号地下室

电话:01085819199

北京都市伟业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酒仙桥十一街坊社保所后

电话:01064322024

北京蜂鸟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燕景佳园写字楼 306
电话:01067865589

北京广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麻峪后地

电话:01088993074

北京浩圣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呼家楼邮电局东侧 1 号院内

电话:01065938140

北京和协邻里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世纪东方嘉园 204 号楼 1 层

电话:01087356830



北京花乡正业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花乡辛庄村 1 号南侧

电话:01083603887

北京华清朗洁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丰台区韩庄子 2 里 6 号楼 1-3 号

电话:4006501881

北京华夏诚信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易构空间 3 号楼地下室

电话:01087746236

北京华信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朝阳区夏家园 4-602
电话:01084494569

北京华宇世纪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坝河北里 28-101
电话:01064467028

北京洁都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十八里店乡十里河村 469
电话:01067378405

北京洁净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居然之家综合楼 201
电话:01084622217

北京洁丽雅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 号朗琴 B座 509
电话:01063381357

北京洁然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海淀区马连洼 16 号梅园小区

电话:01080935289

北京洁神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丰台区花乡育芳园小区 9-6
电话:01083680023

北京捷达信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望京

电话:01064745961



北京今世豪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西三环航天桥甲 2 号

电话:01051292590

北京金冠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苑家园茉藜园 16 号楼D06 号

电话:01084957233

北京金海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门内大街 75 号

电话:01064018931

北京金世纪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嘉铭桐城塔楼 2257 号

电话:01064565995

北京金鑫满成保洁中心

地址:郑常庄 58 号 4 路车站旁清洁队洗车

电话:01088240171

北京京列客车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双花园 1 号院内

电话:01087716810

北京京美玉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昌平城区镇

电话:01089707662

北京景山洁丽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广渠门东路 29 号院物业楼

电话:01067747899

北京蓝天丽人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大兴黄村兴业市场 2-106
电话:01069261985

北京丽洁美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中关村大厦 2-205
电话:01068153828

北京丽晶伟业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黄寺大街 23 号

电话:01082087509



北京路路通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丰台区五里店南里小区 8 号院

电话:01051298882

北京美好家园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八里桥村 1 号路东旁广场

电话:01085708211

北京美雅居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海淀区田村路

电话:01083005676

北京木杉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海淀区清河宝盛里泰欣园小区

电话:01065780149

北京欧亚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海淀区塔院朗秋园甲 8 号 2012 室

电话:01062350546

北京普净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通州玉桥中街

电话:01081584930

北京祺捷利保洁中心

地址:门头沟新桥家园 1 号楼D 下 10号室

电话:01069863240

北京清源净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和风雅居小区 19 栋 4 门 103
电话:01068810583

北京全全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高原街 2 号院

电话:01084626822

北京日日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田村路什坊院

电话:01068157134

北京润渤邦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六里屯南街 47 号

电话:01064361143



北京润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湖渠村 578 号院 6 号楼 4 单元 24 号

电话:01064940323

北京圣洁美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田村后街 189 号

电话:01068176660

北京时净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北三环中路 77 号厂区 3 号楼

电话:01082043055

北京时尚佳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朝阳公园

电话:01067409012

北京市金佰佳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丰台区南四环南国水乡东侧

电话:01087504282

北京市绿雅净保洁公司

地址:延庆妫水南街

电话:01069141809

北京市时雨保洁队

地址:顺义镇

电话:01069422005

北京市天恒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西石门三角地

电话:01067758295

北京市天泰保洁服务社

地址:五里坨车站路 1 号

电话:01088905775

北京特意洁保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闵庄路 3 号 10 号楼 B108 室

电话:01088856478

北京天使玉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富源里 17-4-301
电话:01067899033



北京同喜明亮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外语大学 20-102
电话:01088818009

北京万恒盈保洁中心

地址:昌平北小营村西

电话:01060750616

北京万佳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本司胡同 14
电话:01065287750

北京万舍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西三旗(金燕龙写字楼 110 室)
电话:01082913746

北京祥和洁达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西外立交桥

电话:01068330386

北京新均平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水科院 C座综合楼

电话:01068781035

北京新伦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大屯村 99 号

电话:01064988410

北京馨园丽人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什仿院 230 号

电话:01068186491

北京鑫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八宝庄 37-905
电话:01088146588

北京信诚万洁楼宇保洁中心

地址:海淀区四季青乡玉泉中坞村南平房

电话:01085529123

北京幸运星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紫竹桥甲 35 号

电话:01051296058



北京亚运村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一区 3 号楼 202 室

电话:01064929701

北京一凡雅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飞腾家园 8-4-501
电话:01067931672

北京一流净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亚运村大屯路 8
电话:01062598076

北京怡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丽高王府

电话:01064509802

北京怡人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宣武区广安门南街 48 号

电话:01063559654

北京银燕子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昌平东小口镇魏窑村 45 号

电话:01081709738

北京英煌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海淀区远大路 1 号(金源时代商务中心A 座 7G)
电话:01088862996

北京鹰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大兴黄村镇

电话:01069263041

北京永林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宣武区槐柏树街南里 2-18-301
电话:01083541880

北京永顺发汽车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6 号

电话:01065434989

北京永顺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璟公阁 1 楼地下

电话:01088937046



北京永旺达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西北望镇皇后店村南工商所后院

电话:01058711271

北京云和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双清路 67 号

电话:01082415899

北京蜘蛛人楼宇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甜水园甲 1 号门面房

电话:01065086203

北京卓越大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永泰园 15-1403
电话:01082753128

北太平庄街道保洁中心

地址:文慧园 10 号楼门前东侧平房(杀虫)
电话:01062270267

迪邦北京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北苑路绿色家园傲城融富中心 B座 1506
电话:01084929288

美世界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天创世缘 C座 905
电话:01064803928

北京奥新世纪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八里桥西里 73-2-201
电话:01085862004

北京长阳泰兴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房山长阳镇杨庄子村西

电话:01060310557

北京常赢新月迅洁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政府西院

电话:01065484594

北京地杰机扫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旧鼓楼大街 1 号

电话:01064018781



北京东方靓丽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肖家河桥东 24 号

电话:01062817095

北京东方朗洁保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地科贸大厦 416
电话:01062979186

北京东方亮点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翠微路 4 号 117 号楼

电话:01083538286

北京东方特洁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高碑店村 1242 号

电话:01085744083

北京都市逸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劳动人民文化宫院内教育培训基地 111A 房

电话:01065116123

北京恒瑞兴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蒲黄榆

电话:01087676052

北京鸿龙伟业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

电话:8008100493

北京及时雨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明光北里甲 1 号

电话:01062275047

北京吉佰佳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金隅丽港城 3 号楼 1608
电话:01084771125

北京佳丽美饰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御景园 2#B109 室

电话:01087361340

北京家美盛华家政保洁技术服务中心

地址:清河小营安宁里(清河街道服务中心)
电话:01062842287



北京洁尔净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建功北里三区 1-1-0003
电话:01063546853

北京金吉隆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皋乡南皋村 244 号

电话:01084574916

北京兰洁亚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安慧桥

电话:01068164152

北京莲轩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马连道南亍 1－4－106 号依莲轩商店

电话:01063341961

北京龙源双福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都市心海岸小区 3 号楼地下二层

电话:01064736458

北京绿新洁管道疏通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丰台区看丹西道口 211
电话:8006102368

北京美好生活清洗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罗园写字楼 404A
电话:01067526095

北京美丽新世界保洁清洗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康化路甲 8 号

电话:01067205499

北京南邵靓佳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昌平南邵城管对面

电话:01060732678

北京千顺鸿祥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菊儿胡同 21 号地下室

电话:01064074843

北京全日鑫杏林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槐柏树街甲 19
电话:01063022312



北京瑞丰润宏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大兴金星庄村委会东 200 米

电话:01061284079

北京尚纯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数码 01 大厦 1503 单位

电话:01065915889

北京申成美洁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海淀区西平庄 265
电话:01062595646

北京市东风洁洁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东风乡小辛庄村

电话:01085843201

北京市丰工洁霸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后尼洼村

电话:01063815234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保洁中心

地址:万泉河路乙 58
电话:01062552195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保洁中心

地址:安河桥东街 16 号

电话:01062862702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保洁中心

地址:西三旗育新小区外 2 号

电话:01082930258

北京市环丽清扫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西单北安里 4 号

电话:01066060041

北京市环雅清扫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西城区护国寺大街 51 号

电话:01066111388

北京市佳美佳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大兴金星寿保庄村西 200 米

电话:01061289693



北京市丽雅安佳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丙 28 号 B206.208
电话:01066511384

北京市明建强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幸福二村 28 号楼 305 室

电话:01064169635

北京市庆丰建全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宣武区椿树馆街 42 号楼下面平房

电话:01063429903

北京市思美达楼宇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黄杉木店亮马厂 97
电话:01085518611

北京市思美达楼宇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区黄杉木店

电话:01085518611

北京市兴业发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广外红居街 7 号北院

电话:01063311023

北京市兴业发保洁服务中心

地址:广外红居恒昌花园对面小红楼兴业发保洁

电话:01063444544

北京宛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丰台区丰华苑西街 7 号庄维多摩市 1
电话:01083836507

北京万泉寺通利保洁服务部

地址:丰台鹅凤营 8 号

电话:01063338879

北京馨之然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朝阳东坝中路

电话:01065424737

北京鑫创恒业楼宇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石各庄村 374 号

电话:01065488842



北京亿信美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潘家园东里 19 号楼 C1
电话:01067751762

北京银腾湾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地址:门头沟东辛房市场 119-2
电话:01061894175

北京瑛达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紫南家园小区 204 号楼东侧大厅

电话:01087353951

北京永威通润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方园大厦西商务二层

电话:01088026687

北京振武永洁伟业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槐柏树街临时 2 号

电话:01063131867

广州市圆华保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西大望路 19 号

电话:01087756053

杰庄臣北京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宣武区南滨河路 25 号（金工宏洋大厦 1008 室）

电话:01063392629

北京篮洁保洁清洁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石景山甲三号(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侧)
电话:0108825553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羊坊店街道办事处保洁中心

地址:会城门小区 7-3-01
电话:01063462438

北京西城区人民政府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绿化保洁专业队

地址:西内大街 375
电话:01062253019

另外，保洁行业发展迅速，不断的有新公司开张老公司倒闭的情况，最新情况请访问北京保

洁黄页在线

http://www.jiajialiang.com/huangye/beijing/
http://www.jiajialiang.com/huangye/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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