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202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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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检查人 检查时间 检查结果

1 上海韶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绥德路889弄3号楼402 蒋超人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5-27 搬迁

2 上海麦心食品有限公司 同普路1130弄3号 张轶淳 一般
张文亮,郭嘉琳,程茜,陈

星春
2021-05-21 已责令改正

3 上海食为天面食销售有限公司 府村路389号 徐伟英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袁玮

琼
2021-04-16 正常

4 上海佳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真南路487号275室 唐国庆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5-06 搬迁

5 上海塔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真陈路216号
GERHARDGO

CEK
重点 黄奎,李艾铧,刘肖强 2021-04-28 正常

6 上海立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17号2楼 蔡立人 一般 陆晨骁,王祥明,赵志刚 2021-06-08 关闭

7 新浩丰酒店 大渡河路388号 何启荣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6-24 关闭

8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兰溪路164号 黄德魁 重点
张文亮,黄海华,程茜,陈

星春
2021-05-27 正常

9
上海兴迪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同普路1388号 梁少明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郭建赛 2021-04-27 正常

10 上海申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60号4层、62

号4层
倪礼斌 一般 黄奎,刘肖强,李艾铧 2021-04-19 正常

11 上海海圳印刷有限公司 柳园路258号1幢1楼A区 张国华 一般 陆晨骁,王祥明,赵志刚 2021-05-31 正常

12 上海雷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云岭西路356弄1号楼2楼 杨先生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5-11 搬迁

13 上海军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真北路3199号3号楼2楼 姚长全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5-21 正常

14 上海大庆加油站 真北路2192号 张金龙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5-21 正常



15
长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新

分院
东新路230弄20号 钱之平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5-28 正常

16 上海宏康医院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1933号 顾雄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黄奎 2021-04-30 正常

17 鳄鱼制漆（上海）有限公司
曹杨路500号1幢北半幢5

楼513室
徐昌平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5-12 搬迁

18 德泓假肢矫形器（上海)有限公司 千阳路271弄5号2楼 陈世宏 一般 陆晨骁,赵志刚,王祥明 2021-05-31 正常

19 上海华伦仪表电子有限公司 千阳路271弄1号/3号楼 陈荣玲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5-11 已责令改正

2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石油零售分公司新复加油站

光复西路115号 张宏良 一般 程茜,陈星春,郭嘉琳 2021-04-27 正常

21 上海聚瞬智能卡系统有限公司
柳园路538号一楼C区、二

楼、三楼
忻仪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赵翔 2021-04-25 正常

22
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

股份公司
祁连山南路2889弄1号1楼

213
史和平 一般 程茜,张文亮,陈星春 2021-05-11 正常

23 上海共励商贸有限公司 红柳路555弄68号2A-39室 李小双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6-25 正常

24 艾爵光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云岭西路356弄6号7楼 周欣 一般 郭嘉琳,黄海华 2021-05-12 正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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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伯进,袁玮琼 2021-04-26 正常

26 上海平野磁气有限公司 同普路1225弄7号3楼 杨毅 一般 陆晨骁,赵志刚,王祥明 2021-05-31 正常

27 上海星程广告有限公司
同普路1225弄8号楼东侧

301
方振朋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5-25 关闭

2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石油零售分公司明海油气站

杏山路5号 张宏良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李艾铧 2021-05-10 正常

29
尼利可自动控制机器（上海）有

限公司
怒江北路449弄8号C区7楼

1层东侧
国川久 一般 李俊峰,袁玮琼,钟伯进 2021-06-03 正常



30 阳光明特（上海）金属有限公司 红柳路365号1号楼1楼 袁建文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5-24 正常

31
上海月星环球家饰博览中心有限

公司
中山北路3553号2001室 丁佐宏 一般 陆晨骁,王祥明,赵志刚 2021-06-08 关闭

32
上海长风延华智慧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云岭东路89号2102-M室 于兵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5-25 搬迁

33
上海精锋彩印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绥德路2弄32号1层和2层 薛崇英 一般 程茜,张文亮,陈星春 2021-05-11 正常

34 上海凌晶光显示元件有限公司 真南路854号202室 王海涛 特殊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5-12 正常

35 上海赛宝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绥德路118弄57号三楼 顾钧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4-19 正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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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峰,钟伯进 2021-06-03 搬迁

37 上海长风跨采投资有限公司 中江路121号 李卫东 一般 李艾铧,黄奎,刘肖强 2021-05-08 正常

38 上海珏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3号第2层 施玮娜 一般 程茜,张文亮,陈星春 2021-05-11 正常

39 上海森妃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0号4楼 李海燕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6-24 停产

40 上海凹凸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兰溪路137号6楼E区605室 杨昇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5-11 搬迁

41
极乐汤（上海）沐浴管理有限公

司
祁连山南路398号 新川隆丈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5-07 正常

42 上海乐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1340弄172支弄

14号13幢1楼A座

LongoniLu
dovicoGio
vanniIlar

io

一般 陆晨骁,赵志刚,王祥明 2021-04-01 正常

43 上海悦之素食品有限公司 绥德路2弄31号三、四层 黄志良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陈星春 2021-05-11 正常



44 上海伍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同普路1343弄3号楼3楼 汪玲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5-10 正常

45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桃浦路910号 张兴儒 重点 陆晨骁,王祥明,赵志刚 2021-06-08 正常

46 上海安国酒店有限公司 长寿路600号 张福泉 一般
刘肖强,陆晨骁,李艾铧,

黄奎
2021-04-28 正常

47
依贝伽射线防护设备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真南路589号内 郭晓明 一般 程茜,张文亮,陈星春 2021-05-19 搬迁

48 上海美泰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绥德路889弄2号楼2楼 王柳青 一般 李俊峰,钟伯进 2021-05-27 半停产

49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真陈路200号 郭翥 重点 赵翔,袁玮琼 2021-06-08 正常

50
上海胜穗食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云岭西路562弄50号1幢底

楼、201室
张琦华 一般 程克娟,花向亭 2021-05-13 正常

51
上海阿克曼医学检验所临床基因

扩增实验室
祁连山南路2891弄200号3
幢17楼临床基因扩增实验

葛军辉 特殊 赵翔,袁玮琼 2021-05-27 正常

52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江宁路1291号 吕中伟 重点
张文亮,程茜,黄海华,陈

星春
2021-05-27 正常

53 上海凤石食品有限公司 同普路1273弄4号楼 徐凤石 一般 陆晨骁,赵志刚,王祥明 2021-05-31 正常

54 上海密特印制有限公司 绥德路887号-A 孟铁 一般 钟伯进,李俊峰 2021-05-27 停产

55 上海新华菱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华联路130弄36号C座
数原英一

郎
一般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5-24 停产

56 上海振太仪表有限公司分公司 同普路1358号1号楼 丁基敏 一般 黄奎,李艾铧,刘肖强 2021-04-26 正常

57 上海嘉光一欧士多光学有限公司 真南路854号 陈建中 一般
陆晨骁,王祥明,刘肖强,

赵志刚
2021-06-01 正常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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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茜,张文亮,陈星春 2021-05-19 正常

59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第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真南路822弄420号 刘晨 一般 赵翔,袁玮琼 2021-05-08 正常



60 上海徽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同普路1343弄5号3楼 黄先生 一般 黄奎,李艾铧,刘肖强 2021-04-26 搬迁

61 上海欧华分析仪器厂 中山北路2035弄34 顾金星 一般 花向亭,程克娟 2021-05-13 搬迁

62 日鸿不锈钢（上海）有限公司 柳华路118号 松原圭司 重点 黄海华,郭嘉琳 2021-05-24 正常

63 上海庞大龙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柳园路85号 周军 一般 李俊峰,袁玮琼,钟伯进 2021-06-10 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