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表彰称号 数据来源单位

1 上海展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9772409308J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 上海源创房屋销售有限公司 913101097032185599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91310107772429819M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4 上海瑞泓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91310107787248500U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5 上海昂泰兰捷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3100006318505973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6 上海杰达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91310230631055964M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7 上海凯盛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1310000684046754W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8 上海磐润置业有限公司 91310107750320548G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9 上海百合缘大药房有限公司 9131010777244471X9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10 上海沪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14684053559H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11 意特汽车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91310000717880893B 普陀区2017年度区域发展贡献二等奖企业 普陀区人民政府

12 安付宝商务有限公司 91310107566588632G 普陀区2017年度区域发展贡献二等奖企业 普陀区人民政府

13 上海月星环球家饰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91310107631582553T 普陀区2017年度区域发展贡献二等奖企业 普陀区人民政府

14 上海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310107091814674X 普陀区2017年度区域发展贡献二等奖企业 普陀区人民政府

15 安悦汽车物资有限公司 91310107134640767J 普陀区2017年度区域发展贡献二等奖企业 普陀区人民政府

16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13101076076323035 普陀区2017年度区域发展贡献二等奖企业 普陀区人民政府



个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表彰称号 数据来源单位

1 成慧 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2 陈豪 宜川新村派出所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3 程丽 上海市佛肚轩竹文化创作中心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4 王珏 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5 王萍 普陀区教育学院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6 袁蔚年 上海融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7 周富发 退休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8 张麒云 普陀区利群医院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9 张晓菁 普陀区中心医院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10 张祖林 普陀区公安分局 2018年第一季度普陀好人 普陀区文明办

11 乐俊仁 普陀区癌症康复俱乐部 2016-2017年普陀区优秀志愿者 普陀区文明办

12 苗加新 甘泉社区家电维修 2016-2017年普陀区优秀志愿者 普陀区文明办

13 钱建芳 退休 2016-2017年普陀区优秀志愿者 普陀区文明办

14 陈玉珍 退休 2016-2017年普陀区优秀志愿者 普陀区文明办

15 陆建萍 石泉路街道太浜巷居委 2016-2017年普陀区优秀志愿者 普陀区文明办

16 陈璇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2017年普陀区园丁奖名单 普陀区教育局

17 金贤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2017年普陀区园丁奖名单 普陀区教育局

18 桑静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2017年普陀区园丁奖名单 普陀区教育局

19 沈倩如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2017年普陀区园丁奖名单 普陀区教育局

20 周颖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2017年普陀区园丁奖名单 普陀区教育局



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处罚事由
数据来源单位

1 上海市普陀区彬强食品商行 92310107MA1KJGRW80 马强 零售假冒伪劣酒类商品 普陀区酒类专卖管理局

2 上海行尚堂中医诊所 91310107MA1G0NUT48 臧金旺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 上海名宾门诊部 91310107MA1G0E5U92 王菽涓 超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工作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 上海德昌口腔门诊部 913101075821035353 张松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5 上海满觉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13101077989026947 杜静
公共场所管理单位违反规定造成公共场所的水质不符合国

家有关卫生标准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6
上海爱丽纺织技术检验有限公

司
91310000607368362Q 中林乔

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
程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7 上海缘发美容美发院 91310107324460636M 蔡金金 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保洁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
艾芙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913101070530170174 蔡金金 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保洁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9 上海久远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913101071329233921 庄建国 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未履行禁烟义务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0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普陀五分公司
91310000074753216G 金宇晴

公共场所管理单位违反规定造成公共场所的水质不符合国
家有关卫生标准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1
上海弘象置业有限公司弘象智

选假日酒店
913101075916055536 梁国伟

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
服务工作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2 上海欢乐笛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310107000673116 刘旭东 未履行不设置任何与吸烟有关的器具的义务的处罚 普陀区文化执法大队

13
深圳趣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91310108063745616E 乔丽（负责人） 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处罚 普陀区文化执法大队

14 上海意家人旅馆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777805195XM 窦春华 未履行不设置吸烟器具的义务 普陀区文化执法大队

15
巨听（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大渡河路店
91310107MA1G0LYFXW 叶蓓君（负责人） 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出的处罚 普陀区文化执法大队

16
上海京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普

陀分公司
91310000MA1GC18N0N 吴尚飞 擅自从事出版物的零售业务 普陀区文化执法大队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案号 失信行为情形 数据来源单位

1 山东源治阿胶有限公司 913708280643854483 （2018）沪0107执2259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2
上海纪海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

司
9131010735843492XH （2018）沪0107执2874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3 河北兴邦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91130900791370613P （2018）沪0107执2947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4 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13101076313470000 （2018）沪0107执1915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5 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13101076313470000 （2018）沪0107执2241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6 南京蓝展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785964116 （2018）沪0107执2366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7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输配电设备

有限公司
913101206318961817 （2018）沪0107执2074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8 广州江正投资有限公司 55238708X （2018）沪0107执1524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9 上海欧昕贸易有限公司 053029616 （2018）沪0107执3257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10
上海晖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MA1GK7TX6 （2018）沪0107执3006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个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处罚事由 数据来源单位

1 胡鹤正 31010719580301xxxx 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保洁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 顾英巧 32092519720209xxxx 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保洁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 杨玉喜 32038119720313xxxx 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 屠可平 34242319740814xxxx 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5 花祝领 32082819790516xxxx 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案号 失信行为情形 数据来源单位

1 徐素娣 31010919491104xxxx （2018）沪0107执2249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2 吴志平 31011419860811xxxx （2018）沪0107执3258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3 金福音 33032319500906xxxx （2018）沪0107执2074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4 甘培源 31010719810721xxxx （2018）沪0107执2924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5 宋丽娟 31010719760615xxxx （2018）沪0107执2326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6 赵建国 13290319670315xxxx （2018）沪0107执2947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7 张云霞 13290319700108xxxx （2018）沪0107执2947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8 李健 34112619870910xxxx （2018）沪0107执2689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9 胡琛华 31010319901118xxxx （2018）沪0107执2738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10 甘培源 31010719810721xxxx （2018）沪0107执2923号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普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