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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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诣士形泰商贸有限公司 91310000586800522K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2 集倍医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1310000062508002H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3 渤永（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310000691561869T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4 上海良升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91310112630795792T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5 康新（中国）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1310000607433099P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6 上海一代眼镜有限公司 91310104685462215H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7 上海邑盟市场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91310104053004646D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8 上海亿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1310109781126625A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9 上海金星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91310107132989869R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0 泽禹（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1310107086156398K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1 上海溢盛实业有限公司 91310107791455238T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2 上海鹏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1310107574138797G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3 上海丽强涂料有限公司 913101077672301945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4 上海红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310107674623773E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5 上海武宁长途汽车站 91310107132930162L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6 上海三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91310107797021166Q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7 上海意家人旅馆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777805195XM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8 上海第六电表厂有限公司 91310107697247758L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19 中航临港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91310115698801968Y 2017年普陀区A级纳税人 普陀区税务局

20 上海申环投资有限公司 91310107630339877T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1 上海林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1310000630867338Q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2 上海星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91310000677846534L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3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913101076307161778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4 上海顶通物流有限公司 913100006074011267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5 上海新杨仓储有限公司 91310107630641486P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6 上海春光实业有限公司 913101071329268848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7 上海绿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76303374410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8 上海志昌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91310107631480004B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29 上海真北副食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77538479514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0 上海追日电气有限公司 91310107762217054F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1 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股份公司 91310000742662070K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2 上海申灵实业有限公司 91310107132927924Y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3 上海联星实业有限公司 91310107132928011Q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4 上海祥羚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1310107695775231R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5 上海德济医院有限公司 913100005947596890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6 上海众国宝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13101075529380213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7 上海联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1310107682205790H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8 上海大众运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913100007405900773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39 上海新世纪文峰美发美容有限公司 91310107669393379M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40 上海申环投资有限公司 91310107630339877T 普陀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普陀区人社局



个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表彰称号 数据来源单位

1 韩淑兰 甘泉路街道图书馆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2 李　栋 中环国际酒店（上海）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3 李云芸 真如镇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4 王慧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5 曾雯琼 移动西区分公司营业厅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6 褚佳鸣 普陀桃浦邮政支局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7 查玉蓓 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车站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8 王佳妮 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9 郑　轩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10 赵黎贇 中国银行普陀支行 2018年第三季度普陀好人暨最美窗口人 普陀区文明办

11 颜桂明 上海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2 杨飞飞 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3 刘少帅 上海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4 李　栋 中环国际酒店（上海）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5 李新华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6 吴大治 上海星耀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7 何再明 利群医院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8 谷亚运 上海星瀚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19 陈　刚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0 范志颖 上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1 罗国强 浦江缆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2 周金峰 普陀区顺意通锁具店 2017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3 刘宗军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4 方忻荣  上海天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5 左泽方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6 刘学军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7 许利妹 上海嘉光-欧士多光学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8 杨华峰 上海西部企业集团房屋维修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29 须  磊 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30 姚懿佳 上海秸艺文化发展中心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31 袁  亚 普陀区人民医院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32 程　丽  上海市佛肚轩竹文化创作中心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33 裘耀明     致达集团上海瑞斯达防护制品有限公司 2018年普陀工匠 普陀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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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华采食品经营部 92310107MA1KJKNX10 肖天亮 无证售酒 普陀区商务委

2 上海市普陀区弘佳食品商行 92310107MA1KJGKE69 姜福生 无证售酒 普陀区商务委

3 上海中环逸仙敬老院 523101075500030894 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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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海天目湖宾馆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763178645XP 史国生
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 、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

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5 上海琪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7324261805W 徐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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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海曹杨铁路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杏山路农贸分公司
91310107783642893M 吴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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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上海适安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91310113MA1GLGNU3Y 劳海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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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上海云锦美容美发院 91310107765991803U 黄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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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310107667820744E 倪礼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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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上海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怒江路店
91310107MA1G0EHJ5G 宋兴才

1.未按照规定对供水设备、设施采取相应的卫生防护和安全防范措
施.2.将生活饮用水管网与非生活饮用水管网相连接 .3.使用未取得卫生

许可批准文件的涉水产品.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1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

学校
123101074250406300 夏海萍 未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2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12310107425079076W 严玮懿 未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3 上海聚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913101077743034519 沈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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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上海昌和扦脚服务有限公司 913101077340878544 王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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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

学
123101074250533196 纪筱华 未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6
引牛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
91310115351151804M AVIS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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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百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
91310000762243789R 唐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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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上海儒博贸易有限公司 91310000669436981F JOHNKENNETHSTIPANC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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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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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卓顿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913205083545434324 （2018）沪0107执2846号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普陀区人民法院

2 上海兴袤贸易有限公司 69421650X （2018）沪0107执3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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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富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310107MA1G04HM22 （2018）沪0107执4618号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普陀区人民法院

4 上海丰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13101076840318352 （2018）沪0107执2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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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力拔贸易有限公司 799672552 （2018）沪0107执恢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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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乐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3101040886018970 （2018）沪0107执4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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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顺发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91110102563659722F （2018）沪0107执3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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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大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1360900662008183W （2018）沪0107执3123号 其他规避执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普陀区人民法院

9
中禧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913101133244419377 （2018）沪0107执2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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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缘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310116594725833T （2018）沪0107执2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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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庆云 34242319920530xxxx 非医师行医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 乔现明 34242319770922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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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于松雪 23040519790601xxxx 擅自开办医疗机构或非医师行医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 乔现明 34242319770922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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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金雪莲 31022619811112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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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张效宁 34212319820924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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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案号 失信行为情形 数据来源单位

1 孙立辉 13222919690428xxxx （2018）沪0107执4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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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星星 42098319880317xxxx （2018）沪0107执4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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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川 41272719821027xxxx （2018）沪0107执4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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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艳 12022519761122xxxx （2018）沪0107执4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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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丽萍 44530219870528xxxx （2018）沪0107执4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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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翠萍 51112319860714xxxx （2018）沪0107执4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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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长军 33062419760322xxxx （2018）沪0107执4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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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德旺 43062619890713xxxx （2018）沪0107执4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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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明凤 42212919670419xxxx （2018）沪0107执4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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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海艳 51072519830129xxxx （2018）沪0107执4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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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