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检查对象 地址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检查日期 处理情况 检查单位

1 宜川路400号
上海金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钱小燕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01

未发现开展本
次抽查涉及的

普陀区城管甘泉中队

2 江小厨 沪太路1056-3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0
发现问题已责

令整改
普陀区城管甘泉中队

3 捞王 平利路86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甘泉中队
4 白玉兰大酒家 志丹路191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15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甘泉中队

5 捞鱼 平利路115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0
发现问题已责

令整改
普陀区城管甘泉中队

6 德真兴汤包馆 桃浦路272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设
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

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真如中队

7 老四川麻辣烫 真南路427号 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真如中队
8 老北京炸酱面 桃浦路938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5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真如中队

9 光新路-光复西路
上海隧道工程公司
施红兵13601600313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宜川中队

10
东至中山北路、交通路
立交桥、西至光新路桥

上海广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张强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宜川中队

11
中山北路北辅道；中潭

路
上海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彤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宜川中队

12 黄焖鸡米饭 中江路839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

位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3 五芳斋 中江路898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

位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4 十五号线梅岭北路站工 大渡河路武宁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5 东北千层饼 清峪路37号 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6 馨越坊 千阳南路63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7 山东饺子馆 梅岭北路1162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

位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8
上海新田餐饮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店
金沙江路1628弄71层108、

109室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8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19 十五号线大渡河路站工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0
金沙江路北侧（木渎港

-申汉小区）

单位：上海市普陀区园林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阳

电话：13918171393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1
金沙江路—苏州河

真光路沿线
施工招标中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2 上海城投水务苏州河畔 云岭西路蔡家浜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3 巴比馒头 梅川路995号 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1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4 千里香混沌面 中江路1075号 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8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5 红糖馒头 清峪路607号 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1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6 云岭西路-金沙江路
上海水务建设公司
张利军18217006692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7 中兴泰富工地 大渡河路梅岭北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征中队

28 东新路88号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荣标  1500219480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普陀区城管执法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公示



29

上海市普陀区基地东至
宝华城市晶典大厦西至
延平路南至安远路北至

上海仲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吕文忠  15002172787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0
东至恒达广场、西至常
德路、南至新会路、北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阮帆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1
昌化路以东、莫干山路

已北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陈翀霄  13916085080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2 江西小吃 东新支路56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3
天安阳光广场项目总承
包工程（西地块±0.00

叶家宅路莫干山路120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4

上海市普陀区，基地东
至西苏州路、西至昌化
路、南至安远路、北至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高宝金  13022164873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5 西苏州路-昌化路
普陀市政公司

费晨1860178980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6 正新鸡排 江宁路1238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
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

、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5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7 陋室汤包馆 常德路1166号
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

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8
长寿路1118号商业裙

房
正兴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健  1590521527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39 千里香馄饨王 常德路1164号
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

位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40
轨道交通14号线东新路

市政配套工程
武宁路（凯旋北路-普雄

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41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 东
至西康路，南至安远
路，西至常德路，北至

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杜奇奇  13482660385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42
长寿路1166、1176、

1188号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曹为华  1338601166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43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505弄3号
上海启崇建设有限公司
施萌  13331836660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7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寿中队

44 怒江路131弄47号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沈益鸣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45
云岭东路真北路东南角

、东北角

单位：中铁三局（建筑和车
库）

联系人：张二雷
电话：18673135159

单位：园林工程公司（园林
景观）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46
东至白玉路,西至规划
石湾路,南至顺义路,北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志鑫  1391611863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47 蜀面餐厅 金沙江路53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9
发现问题已责

令整改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48 泾阳路、同普路
上海普陀市政建设养护有限
公司                     联系人：

秦国华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49
东至中江路西至泸定路
南至云岭东路北至浙铁

上海聚中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戴学军  15062782597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0 真北路-曹杨路
上海建工二建公司
周智杰1352479428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1 上海银厨 白玉路230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9
发现问题已责

令整改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2 金沙江路930号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陆伟  1363637748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3

上海市普陀区东至长风
雅士名邸，西至丹巴
路，南至长风社区中
心，北至长风8号西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陈磊

13311653375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4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

幼儿园
白玉路白玉新村113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5 秋林阁 中江路629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6 云岭东路570号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忠营  13761779131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7
上海实快多餐饮有限公

司

中山北路3058，3066，
3076，3082121.126.127室

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20
发现问题已责

令整改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8 老马记陕西凉皮 中山北路3635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9
发现问题已责

令整改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59 长风二村54号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虞乐平  13816972501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60

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
东至新师大泵站，南至
长风1号绿地，西至大
渡河路，北至光复西路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陈丹凤  13524159414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61
东至中江路西至泸定路
南至云岭东路北至浙铁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李信龙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62

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
东至大渡河路，南至云
岭东路，西至中江路，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熊齐  13524941060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63 金沙江路近铁南座
单位：普陀市政养护公司

联系人：成伟生
电话：1891792799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64
上海市普陀区仑都美容

院
中山北路3018209室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放任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废弃油脂的检查,餐
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

收运、处置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开展本
次抽查涉及的
生产经营活动

普陀区城管长风中队

65 上海古树餐饮管理有限 新村路1531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处置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66 真金路（新村~富平）
上海普陀市政建设养护有限
公司                     联系人：

秦国华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67 乾隆赞 新村路1500号
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运的检查,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1/26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68

万里社区W06071单元
W-07街坊7-5地块（东
至7-3地块，南至7-4地
块，西至万里晶品苑，

上海常真建筑装潢工程有限
公司            徐斌

1771741341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69

普陀区长征镇东至交暨
路，南至显达乡村俱乐
部，西至显达乡村俱乐
部，北至规划绿地

上海常真建筑装潢工程有限
公司             徐鹏飞

1391734977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70
万里社区W06071单元

W-07街坊7-2地块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赟  13671919382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71 真金路-大杨桥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
刘斌  15851951314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72 万泉路（新村~富水）
上海普陀市政建设养护有限
公司                     联系人：

秦国华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73
万里雅筑小区以南、真
金路以西、交通路以北

上海北盛建设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             近俊杰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74

普陀区万里街道，东至
大场浦，南至真华路36

弄小区，西至真华路，
北至环卫设施用地

上海新马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张海波

1502105293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万里中队

75

东至真如港西至真华南
路南至中宁别墅住宅小

区北至真如港

江苏坤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军  18930942885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76

东至真如港西至真华南
路南至中宁别墅住宅小

区北至真如港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张永源  1381777279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77 曹杨路-宁川路
普陀市政公司

毛雯骏13003208105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78 铜川路静宁路两侧
单位：绿建公司
联系人：吴明渊

电话：1300319911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79
兰田路（中山北路-石

泉路）

单位：上海市普陀区园林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昦明

电话：18918809711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0 中山北路2143号
上海麟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俞征捷  1370180394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1 好客时代 石泉路145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2
未发现开展本
次抽查涉及的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2
东至真如港西至规划静
宁路南至规划南郑路北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海  18616512270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3

武宁路-铜川路（其中
铜川路至南郑路段已移
交给中海集团使用）

上海隧道工程公司
王良1832196599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4 汉阴路-光新路
上海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磊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5 真华路-府村路
普陀养护公司

成伟生1891792799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1/21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石泉中队

86
祁春路—水厂路
水厂路沿线

上海河道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亮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87 13号线工地 竹柳路祁顺路连亮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88

普陀区桃浦镇，东至金
光三期商业地块，南至
连亮路，西至祁连山
路，北至金祁新城一期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谢莹  1358553536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89 13号线工地 竹柳路古浪路桃浦西路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开展本
次抽查涉及的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0
真南路以南、景泰路以
东、祁连山路以西、金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侯卫青  13801712704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1 小刘拉面 雪松路476号 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检查,餐厨垃圾收集器使用情况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9 发现问题已责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2

上海市普陀区基地东至
祁连山路西至方渠路南
至桃乐路北至永登路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军华  13818243501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3 真南路-祁连山路
隧道股份路桥集团
胡家庆18017896232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4 金迎路-景泰路
上海建工五建公司

孙西延  1862167681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5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
东至规划用地，南至古
浪路，西至张泾河，北

至智富商办地块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许国生  1366187834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6 真南路—祁连山路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
马留成1376118004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7 永登东路-武威东路
普陀养护公司

凌一凡13816544130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8

东至中环一号住宅小
区，南至规划防护绿
地，西至规划公共绿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俊亮  1860155011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99 环镇南路-古浪路
上海盛鑫建设公司
黄祖鹏13002162273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0 连亮路、祁顺路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宁海涛  13916401077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1 金昌路（外环-区界）
单位：绿建公司
联系人：吴明渊

电话：1300319911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2
（金昌路沿线）西至普
陀区界—东至新槎浦

上海河道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单军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3 古浪路~连亮路
上海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彤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4
武威路—连亮路
外环—桃浦西路

上海嘉定水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吴建新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5 古浪路~连亮路
上海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彤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开展本
次抽查涉及的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6 新槎浦—东栅桥北路
上海嘉定水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联系人：沈福林 电话：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3

未发现开展本
次抽查涉及的
生产经营活动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7 景泰路-真南路
中铁二十四局上海工程公司
邢红杰  18217551246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20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桃浦中队

108 金沙江路930号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陆伟  13636377488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19/12/12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曹杨中队

109 三味拉面馆 梅岭南路423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2 发现问题已责 普陀区城管曹杨中队
110 上海申伦快餐店 梅岭北路558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未发现问题 2019/12/09 未发现问题 普陀区城管曹杨中队
111 淮南牛肉汤 梅岭南路415号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报的检查,餐厨垃圾产生申报的检查 餐厨垃圾、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2019/12/10 发现问题已责 普陀区城管曹杨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