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2021年1季度双随机检查情况公示表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污染源地址
法定  
代表人

性质 检查人 检查时间 检查结果

1
埃幕迪磁电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同普路1273弄8号1楼西 沈伟 一般 黄奎,李艾铧,刘肖强 2021-03-04 搬迁

2 上海彩轩印刷有限公司 绥德路613弄17号1楼 庞建明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3-01 正常

3
上海辽华石油             化

工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989号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 2021-03-03 正常

4
上海施耐德工业        
控制有限公司

绥德路629号 薛伟平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1-03-04 正常

5 上海锦湃电器有限公司
绥德路889弄          3

号楼2楼H座
孙娟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3-09 无生产

6 上海泓基贸易有限公司
红柳路555弄         68

号2幢B1室
区广华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3-04 正常

7
上海敦煌化工厂        

有限公司
金山第二工业区      金

园路155号
陈学松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1-12 属金山

8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老年护理院）
千阳路209号 吴玉苗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2-22 正常

9 上海斯瑞科技有限公司 柳园路599号 辛志荣 重点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2-03 正常

10 上海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54号1楼 龚才水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3-03 正常

11
上海矩奉电机         
自动化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23号20室 贺俊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1-19 搬迁

12
上海中油金迈             加

油站有限公司
金迈路28号 曲亮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3-09 正常

13 上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4号1-4层 周伟冬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1-01-27 正常

14 上海玉佛禅寺素食品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           31

号一层、二层
长春 特殊 赵翔,袁玮琼 2021-03-15 正常



15
上海邦诚电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1号楼 蔡穗芹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1-19 正常

16
上海百腾医疗             装

备实业有限公司
常德路1211号701室 腾小平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3-02 仅办公

17 上海芸知印务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0号101室 王艳梅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1-01-27 正常

18
上海凯谦汽车服务         有

限公司宝山分公司
真北路3508弄2号 徐骏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3-02 属宝山

19 上海金地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
真南路822弄455支弄   

130号106栋
陈金龙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3-09 正常

20
济南天齐特种平带         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绥德路118弄53号1楼 石磊 重点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3-04 正常

21
上海佳捷汽车修理服务     
有限公司-富水路加油站

富水路788号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1-01-13 正常

22 上海峻达物资有限公司 金昌路1995号-5 王鸿振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1-26 搬迁

2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石油分公司古浪加油站

古浪路531号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1-19 正常

24 上海诺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古浪路1631号 胡志彤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3-08 搬迁中

25
上海百联中环             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真光路1288号 钱建强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2-02 正常

26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真陈路158号 蔡春华 重点 赵翔,袁玮琼 2021-01-18 正常

27 上海康鹏科技有限公司 武威路200号 杨建华 重点 程茜,陈星春 2021-03-04 正常

28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街道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弄路297号 林毅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2-22 正常

29
上海清能燃料             电

池技术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19号四层、五

层506-517室
顾志军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3-03 搬迁

30 上海高星置业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196号301室 张鹏 一般 程茜,张文亮,陈星春 2021-03-05 正常

31 上海鹤鼎工贸有限公司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南

区）业绩路21号
茅圣娟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 2021-01-12 属宝山

32 微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星云经济区真北路    
3199弄23号楼101

阙霞云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3-02 搬迁

33 上海祁连山加油站有限公司 祁连山路608号 蔡黎明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3-02 正常



34 上海欣美义齿有限公司 古浪路415弄11号楼3楼 朱立成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3-08 正常

35 上海天偶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同普路1175弄2号1-2F 施伟明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3-04 正常

36 上海中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夷路555弄25号底楼 芮永祥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1-12 属长宁

37 上海闵辉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万安路张贵桥东路55 林朝辉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3-04 属静安

38 上海汤连得沐浴有限公司
伯士路57号1幢     

C1-101-A、B1-301
赵海今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1-02-22 正常

39 上海新地实业有限公司
柳华路55号1幢4层    
D-10、D-11、D-12室

张坚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1-21 正常

40 上海精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真光路1473弄3号2F206 蔡曙光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1-03-04 关闭

41 上海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 绥德路629号东北侧 马骏骅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3-03 正常

42
上海和胜精密             齿

科制作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2130号24楼 王炼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3-02 正常

43
上海捷睿医疗用品         经

销有限公司分公司
未来岛园区绥德路    
889弄4号楼3层C座

吴维杰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3-02 关闭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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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克娟,花向亭 2021-01-27 正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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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赛 2021-01-29 搬迁

46 上海驰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同普路1153弄2号2楼西 朱海华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1-03-03 无生产

47 上海景尚彩印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20号第一层 陈志伟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1-01-27 正常

48
上海市普陀区             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丹巴路1628号 祁雄 特殊 李俊峰,钟伯进,袁玮琼 2021-03-03 正常

49
上海万溯众创         

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祁连山南路2891弄    
200号2幢107室、    
109室、111室

叶大兵 重点 黄奎,李艾铧,刘肖强 2021-03-01 正常

5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石油零售分公司      
沪太路加油站

沪太路684号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1-14 正常

51 上海格凌兰工贸有限公司 真陈路58号 何德民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3-04 正常

52
上海斯诺柯乔安全       
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可乐路201弄98号 夏美菊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1-12 属长宁



53
荷贝克电源系统         （上

海）有限公司
常和路288号10号厂房

MARC 
ZOELLER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1-26 搬迁

54 上海鹤成印务有限公司 千阳路1弄18号 胡鹤明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1-01-29 正常

55 上海唯创印务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9号 侯锦章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3-02 停产

56
艾佩达电子通信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真南路822弄399号 沙峰 重点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3-04 正常

57
丰收日（集团）股份       有

限公司食品加工分公司
同普路1343弄         4

号楼1-4层
吴云 一般 陆杰明,陆晨骁,王祥明 2021-03-04 正常

58 上海靖皓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弄20号楼东 王琦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1-19 搬迁

59
尼开电机               （上

海）有限公司
同普路1175弄11号 刘晔鸣 一般 程茜,陈星春 2021-01-29 搬迁

60 上海坤荣贸易有限公司
红柳路555弄         68

号1幢103室
王良元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3-09 正常

61
上海星诚石油             制

品有限公司
富平路1097号 一般 赵翔,袁玮琼,李俊峰 2021-01-13 正常

62 上海长空机械有限公司 真南路3749号 沈世成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3-04 正常

63 上海杰达齿科制作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1340弄     

51号二楼
章伟良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1-29 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