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2020年第4季度双随机检查情况公示稿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污染源地址 法定代表人 性质 实际检查人 检查时间 检查结果

1 上海汪伯祥口腔诊所 桃浦路661号 汪伯祥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黄奎 2020-11-17 正常

2
上海爱侣宠物有限公司              爱

侣宠物医院
灵石路1539号F1－F14 杨其顺 一般 陆杰明,王祥明,刘肖强 2020-11-04 正常

3
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汽

车修理三厂
金沙江路971号 花明敏 一般

程茜,黄海华,                          陈
星春,臧敏芳

2020-11-02 搬迁

4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兰溪路164号 黄德魁 重点 郭嘉琳,黄海华 2020-12-01 正常

5
上海车享家汽车科技服务            有

限公司真光路分公司
铜川路1288号 侯文庆 一般

李俊峰,袁玮琼,                      钟
伯进,赵翔

2020-11-04 搬迁

6 上海特麟安全事务所 古浪路415弄6号 孙瑜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0-10-28 关闭

7 上海松和电子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345号 陈永红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0-12-08 搬迁

8 上海贺妙玲口腔诊所 同普路1431号-1 贺妙玲 一般
刘肖强,陆杰明,王祥明,           陆

晨骁,刘杉强
2020-11-03 正常

9
上海车享家汽车科技                  有

限公司兰溪路分公司
棕榈路50、52号 胡壮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11-05 搬迁

10 上海量华物流有限公司 武威路2369号 孙庆华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11-05 正常

11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1340弄172支弄   14

号9号楼1-3层
林林 一般

程茜,郭嘉琳,张文亮,               黄
海华,秦家骏

2020-11-01 搬迁



12
上海巴士三汽公共交通              有

限公司门诊部
曹杨路788号2楼 吴丽娜 一般 赵翔,李俊峰,袁玮琼 2020-11-23 正常

13 上海光正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常和路288号6号厂房 杨华平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0-11-23 搬迁

14 上海市双山汽车修理厂 柳园路299号1幢A区 修发武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10-29 正常

15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街道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兰溪路121号 刘轶蕾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 2020-11-23 正常

16 上海寄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普陀区柳园路58号              1

号楼302室、303室
詹晓芳 一般

程茜,黄海华,                         陈
星春,臧敏芳

2020-11-02 搬迁

17 上海尊康优和护理院
普陀区中山北路              

3856弄2号1427室
高爽 一般 李俊峰,袁玮琼,钟伯进 2020-11-24 正常

18 上海森沃食品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22号东一楼 李久江 一般 陆杰明,刘肖强,王祥明 2020-10-12 正常

19 上海康鹏化学有限公司 祁连山南路2891弄200号 杨建华 重点 李俊峰,袁玮琼,钟伯进 2020-10-30 正常

20
上海昌保汽车服务                    有

限公司第九分公司
安远路480号底层-2室 宋士辉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11-20 搬迁

21 上海安卉叉车有限公司 桃浦镇古浪路2号 无 一般
刘肖强,陆杰明,                      王

祥明,陆晨骁
2020-11-02 搬迁

22 上海碧莲盛医疗美容门诊部 澳门路618号 历雅琴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0-11-25 正常

23
上海裕民汽车                           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真陈路38号1幢 高金丰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11-26 关闭

24
上海兴迪新能源                        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同普路1388号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11-02 正常

25 上海翔茂医疗美容门诊部 金沙江路1989号101 钱珺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11-05 关闭



26 上海金友印刷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21号1楼 孙卫民 一般
陈星春,程茜,                         花

向亭,程克娟
2020-11-19 正常

27 上海斯嘉宠物诊所 中山北路3219号 史才良 一般 李俊峰,袁玮琼,钟伯进 2020-11-24 正常

28 上海嘉洲实业有限公司 兰溪路436号 熊军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0-11-24 搬迁

29
上海申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

上海疾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60号4楼 张明敏 一般 陆杰明,王祥明,刘肖强 2020-11-06 正常

30
上海景和金沙                           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祁连山南路588弄1号 殷国平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0-12-10 正常

31 上海必好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13号104室 刘家琴 一般
程茜,陈星春,                         袁

玮琼,李俊峰
2020-11-04 正常

32
上海烟草（集团）公司上海        烟

草储运公司原料物流一部
云岭西路400号 陆焱 一般

黄海华,程茜,                         郭
嘉琳,臧敏芳

2020-11-03 正常

33 上海宇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陀区红柳路288号 丁烽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0-12-09 搬迁

34 上海宏康医院 大渡河路1933号 顾雄 一般
刘肖强,王祥明,                      陆

杰明,陆晨骁
2020-11-02 正常

35
上海车享家汽车科技服务           有

限公司梅川路分公司
普陀区真光路1957号 杨俊 一般

李俊峰,袁玮琼,                      钟
伯进,赵翔

2020-11-04 正常

36 上海经晋商贸有限公司 长寿路1118号B幢10楼G座 张德行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黄奎,李恩杰,    李

艾铧,陆杰明,刘肖强,陆晨骁
2020-11-05 正常

37 上海德济医院有限公司 古浪路378-388号 郭辉 一般
刘肖强,陆杰明,王祥明,           陆

晨骁,刘杉强
2020-11-03 正常

38 上海精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68号5楼 张俊卿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袁玮琼 2020-10-30 正常

39 日鸿不锈钢（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柳华路118号 松原圭司 重点 赵翔,袁玮琼 2020-12-09 正常



40 上海凤石食品有限公司 同普路1273弄4号楼 徐凤石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0-11-05 正常

41 上海绿地建筑钢结构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850号 张伟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0-10-29 关闭

42 上海新华菱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华联路130弄36号B座 数原英一郎 一般
程茜,黄海华,                         臧

敏芳,陈星春
2020-11-02 正常

43 上海加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16号102室 徐惠民 一般
赵翔,袁玮琼,                         李

俊峰,钟伯进
2020-11-04 搬迁

44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市

北校区医务室
交通路1933号 孙彤 一般

刘肖强,陆杰明,                      王
祥明,陆晨骁

2020-10-29 正常

45 上海艺哈贸易有限公司分公司 新村路647号 崔政源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 2020-11-16 搬迁

46 上海野岛食品有限公司 华联路130弄32号3楼 林志强 一般
程茜,黄海华,                         陈

星春,臧敏芳
2020-11-02 搬迁

47 上海陆秀红口腔诊所 延长西路116号 王松寿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0-12-01 关闭

48
上海科创橡塑                            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号2号楼栋底 许庆荣 一般

李俊峰,赵翔,                         钟
伯进,袁玮琼

2020-11-04 正常

49 上海海圳印刷有限公司 柳园路258号1幢1楼A区 徐经珠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袁玮琼 2020-10-19 正常

50 上海腾翼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1286号底层 吕红汀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0-11-01 搬迁

51 上海望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怒江北路449弄                   9

号6幢3楼301室
黄逸峰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0-12-08 搬迁

52 上海市普陀区晨航汽车用品店 泸定路808号B座 李翔 一般
刘肖强,陆杰明,                      王

祥明,陆晨骁,刘杉强
2020-11-03 正常

53 上海西上海奥杰销售有限公司 真北路2158号 江华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黄奎 2020-11-17 正常



54 普陀区社会福利院保健站 枣阳路515号 徐骏良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0-11-25 正常

55 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卫生所 安远路706号 俞晓倩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0-11-25 正常

56 森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绥德路889弄1号楼202室 白杰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 2020-11-02 关闭

57 上海赛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江路879弄15号4层 王宇辉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袁玮琼 2020-12-08 正常

58 上海金翅鹏实业有限公司 真如镇绥德路2弄24号 黄自奋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0-10-30 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