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2020年第3季度双随机检查情况公示稿

序号 污染源名称 地址 法人 性质 检查人 检查时间 检查情况

1 上海证券印制有限公司 绥德路883号 陈庆华 重点 花向亭,程克娟 2020-07-16 正常

2 上海农泰食品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58号                
三楼、62号三楼

李彬涵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7-09 正常

3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真陈路158号 蔡春华 重点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20 正常

4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 普陀区光复西路17号 史仲敏 重点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7-17 正常

5 德杏堂中医门诊部 清峪路384号二层 张荃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1 正常

6 上海航宇广告有限公司 星云园区22号楼三层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7-10 正常

7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345号 李良君 重点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8-13 正常

8 上海车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绥德路99号 董杰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黄奎 2020-07-22 搬迁

9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江宁路1291号 吕中伟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0-09-23 正常

10
上海红福汽车装潢用品有限         
公司景升汽车修理分公司

同普路1358弄2号1楼 张建权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0-07-08 停产

11
上海克里斯汀甜蜜                
艺术食品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33号一、二层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赵翔 2020-09-22 停产

12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地段医院 金沙江路９０６号 一般 张文亮,程茜,程克娟 2020-09-10 正常

13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地段医院 平利路57号 一般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7-23 正常

14 上海诺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古浪路1631号 胡志彤 特殊 黄海华,郭嘉琳 2020-09-18 正常

15
上海交运金桥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江路725号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07-02 关闭

16
上海蓝鲸资源再生                
科技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189号 任冠毅 一般 赵翔,李俊峰,钟伯进 2020-07-16 搬迁

17 上海史宏男口腔诊所 中山北路2911号1404室 史宏男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7-17 正常

18
上海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医务室

真南路2531号 李俊茹 一般 赵翔,李俊峰 2020-08-13 搬迁



19 阳光明特(上海)金属有限公司 柳园路58号2幢底层北侧
Thomas  
J.  

Power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 2020-07-22 正常

20 上海岳养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2020号3层 朱清顺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9-23 正常

21 上海普闻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同普路1175弄5号1楼 冯国勇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08-06 正常

22
上海斯瑞电缆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柳园路599号5幢 张文华 一般 陆杰明,王祥明,刘肖强 2020-07-20 正常

23 爱侣宠物梅川路诊所 大渡河路1436-1438号 李媛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9-22 正常

24 康乐福养老院 泾阳路399弄1-40号 忻雅君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1 正常

25
上海市普陀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丹巴路1628号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30 正常

26 上海电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1829号 吴明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16 搬迁

27
上海美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云岭西路688号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9-16 正常

28
上海市普陀区                     

王道锦私立口腔诊所
桃浦路1176号三楼320室 王道锦 一般 陆杰明,王祥明,刘肖强 2020-08-18 正常

29
金迎义齿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红柳路399号 陈勇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9-01 搬迁

30 上海觉群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江宁路1145弄6号 徐亚萍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07-17 正常

31 上海佳伊食品有限公司
真南路822弄           
455支弄115号

肖远祥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 2020-07-10 搬迁

32 上海佳豪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柳园路599号5幢 王韦君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0-09-01 搬迁

33
上海安安宠物有限                
公司澳门路分公司

澳门路768号裙房一层103
、二层201室

房辰 一般 陆杰明,刘肖强 2020-08-03 正常

34 上海驰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同普路1175弄13号1楼 梁开禄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16 搬迁

35 上海唯创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9号楼 侯锦章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0 正常

36
上海万卓捷诚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真陈路399号一层1003室 万里峰 一般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7-22 正常



37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

（上海）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56号4楼 王君 一般 陆杰明,王祥明,刘肖强 2020-08-24 搬迁

38 上海林生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599弄19号6层 张琰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7 搬迁

39
上海善康堂中医                   
诊所有限公司

中远两湾城 姜艺华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7-08 正常

40 上海微蓝医疗美容门诊部 中山北路3553号404室 潘吟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黄奎 2020-07-20 正常

41 上海雷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柳园路588号           
6幢A区7幢B区

周天骋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9-01 搬迁

42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0号1楼 李彩红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20 搬迁

43
上海财通坤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路777号A、B、C区，
D区一层、三层

周琦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7-08 正常

4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岭西路688号 杨晓亮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16 搬迁

45 逆时针医疗美容门诊部 长寿路818弄58号1-2层 陈荣欢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9 关闭

46
上海三都澳车业服务              
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

云岭西路400号 方勇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7-01 搬迁

47
华润国邦（上海）                
医药有限公司

真陈路419号1号楼 董国强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黄奎 2020-07-10 搬迁

48
上海普陀宝诚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红柳路325号 郑滢珏 一般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7-22 正常

49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桃浦污水处理厂

祁安路255号 吴建新 特殊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7-15 关闭

50 中进汽贸（上海）有限公司 双山路8号 嵇江斌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7 搬迁

51
上海科茂粮油食品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20号1楼 陈志伟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20 搬迁

52
上海芷脉宾馆管理有限        
公司普陀第二分公司

石泉路436号底层 孙永健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9-21 搬迁

53 上海王庆口腔诊所 梅川路1518号416室 王庆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7-24 正常

54 上海密特印制有限公司 绥德路887号 刘志明 一般 黄奎,花向亭,程克娟 2020-08-04 正常



55 上海长空机械有限公司 真南路3749号 沈世成 一般 程茜,张文亮 2020-08-27 正常

56 上海彩易广告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3号3层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7-09 搬迁

57 上海环忆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长寿路767号          
西部大厦五楼

许建华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07-29 搬迁

58
上海普陀宝泓二手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丹巴路28弄            
26号801-802室

尤晓云 一般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09-18 关闭

59 上海美泽医疗美容门诊部 长寿路468号9楼 窦爱霞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07-29 正常

60 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 光复西路2779号 洪丽玲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07-02 正常

61
上海真北天华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345号 吴述虎 一般 陆杰明,王祥明,刘肖强 2020-08-24 搬迁

62
上海静安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静环环卫分公司          

作业一部
绥德路887号-A 孟铁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07-09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