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陀区城管执法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公示

序号 检查单位 队员 检查对象 地址 抽查类型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检查日期 处理情况

1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庄华,袁冠浩,刘智翔

金昌路-交通路（嘉定区普陀区区

界-普陀区静安区区界）道路新建

、改扩建工程（三标段）

交通路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庄华,袁冠浩,刘智翔
甘泉二村155-156、157-158号旧住

房成套改造工程

甘泉二村155-156、157-158号
（名都）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3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袁冠浩,刘智翔 普环五分公司(处) 绥德支路10号 对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收运台帐以及收运申报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第三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4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徐鑫扬,彭鑫海 利泉便利生活馆 西乡路39号-3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24 未发现问题

5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张射天,郑磊山 丽园饭店 双山路105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

发现问题 2020/11/10 发现问题责
令改正

6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刘智翔,袁冠浩,庄华
甘泉二村155-156、157-158号旧住

房成套改造工程

甘泉二村155-156、157-158号
（名都）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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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7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刘智翔,袁冠浩,庄华

金昌路-交通路（嘉定区普陀区区

界-普陀区静安区区界）道路新建

、改扩建工程（三标段）

交通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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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8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庄华,袁冠浩,刘智翔
上海市普陀区委党校改扩建工程项

目             
沪太路1060号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9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张射天,郑磊山
上海天恒房地产经纪事务所第二分

店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505号-4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06 未发现问题

10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庄华,袁冠浩,刘智翔
上海市同济医院内科医技综合楼项

目（总站直管项目）
普陀区新村路389号
（同济医院内）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1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庄华,袁冠浩,刘智翔 平利路4、18、34号商场改建工程

东至志丹路，南至平利路38弄小

区，西至普陀体育中心，北至平

利路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2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刘智翔,袁冠浩,庄华
上海市同济医院内科医技综合楼项

目（总站直管项目）
普陀区新村路389号
（同济医院内）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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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13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刘智翔,袁冠浩,庄华
上海市普陀区委党校改扩建工程项

目             
沪太路1060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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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14
普陀区城管
甘泉中队

刘智翔,袁冠浩,庄华 平利路4、18、34号商场改建工程

东至志丹路，南至平利路38弄小

区，西至普陀体育中心，北至平

利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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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15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申锐,吴佳峻 14号线工程土建6标 铜川路（高陵路至真光路）号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25 未发现问题

16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申锐,唐艾杰,
吴佳峻

上海健徽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常和路(真

南路-祁连山路);东临苏州河，北

靠长寿路，西临昌化路，南接新
会路

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的检
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7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吴佳峻
普陀区曹杨路东、铜川路北、礼尚

路西、礼泉路南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孙建清  1381728196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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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
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18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吴佳峻
普陀区曹杨路以东、 礼泉路以北

、规划道路以西、固川路以南

江苏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其连  18918103689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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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
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19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陈志龙,许一超,吴佳

峻,李哲豪,李成渊,刘
卿

上海易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四
十八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2030弄

20号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2 未发现问题

20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陈志龙,许一超,吴佳

峻,李哲豪,李成渊,刘
卿

上海恒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万镇路1272号底层

甲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21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吴佳峻 14号线工程土建24标铜川路站 大渡河路铜川路路口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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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
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22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申锐,吴佳峻
普陀区曹杨路东、铜川路北、礼尚

路西、礼泉路南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孙建清  13817281964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25 未发现问题

23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申锐,吴佳峻 曹杨路1467号房屋拆除工程
曹杨路1467号

东：曹杨路，南：厂区，西：拆
除空地，北：厂区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25 未发现问题

24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申锐,吴佳峻
普陀区曹杨路以东、 礼泉路以北

、规划道路以西、固川路以南

江苏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其连  18918103689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25 未发现问题

25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吴佳峻 14号线工程土建6标 铜川路（高陵路至真光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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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
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26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吴佳峻 曹杨路1467号房屋拆除工程
曹杨路1467号

东：曹杨路，南：厂区，西：拆
除空地，北：厂区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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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27
普陀区城管
真如中队

李哲豪,申锐,吴佳峻 14号线工程土建24标铜川路站 大渡河路铜川路路口号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25 未发现问题

28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周时雨,姚文,吴宇南,

沈波,江政,柳旭明,高
仕林

沪太路682弄地块房屋拆除工程
沪太路682弄

东：沪太路，南：居民区，西：
学校，北：加油站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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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29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周时雨,姚文,吴宇南,

沈波,江政,柳旭明,高
仕林

金昌路～交通路（嘉定区/普陀区

区界～普陀区/静安区区界）道路

新建、改扩建工程（三标段）

普陀区交通路和丰苑门口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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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30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郝慧,黄永明,
朱云飞

两湾一宅飞地项目 远景路600号附近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31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郝慧,黄永明,
朱云飞

耕射里地块房屋拆除
沪太路532弄，东沪太路，南空

地，西盛世家园小区，北沪太路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32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周时雨,姚文,吴宇南,

沈波,江政,柳旭明,高
仕林

两湾一宅飞地项目 远景路600号附近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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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33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周时雨,姚文,吴宇南,

沈波,江政,柳旭明,高
仕林

农林(建民)110千伏变电站土建新

建工程

石泉东路以南、农林路以北、光
新路以东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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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34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周时雨,姚文,吴宇南,

沈波,江政,柳旭明,高
仕林

耕射里地块房屋拆除
沪太路532弄，东沪太路，南空

地，西盛世家园小区，北沪太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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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35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郝慧,黄永明,
朱云飞

金昌路～交通路（嘉定区/普陀区

区界～普陀区/静安区区界）道路

新建、改扩建工程（三标段）

普陀区交通路和丰苑门口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36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朱云飞,郝慧,
黄永明

上海普澳房地产经纪事务所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66号1楼A

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37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郝慧,黄永明,
朱云飞

沪太路682弄地块房屋拆除工程
沪太路682弄

东：沪太路，南：居民区，西：
学校，北：加油站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38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朱云飞,郝慧,
黄永明

上海禹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真南路2098号;中潭路远景路;武

宁路、东新路;长风新村街道，

东至白玉苑及南林家港小区，南
至顺义路，西至规划石湾路，北

至宁夏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

查,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39
普陀区城管
宜川中队

王国樑,郝慧,黄永明,
朱云飞

农林(建民)110千伏变电站土建新

建工程

石泉东路以南、农林路以北、光
新路以东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40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上海城投水务苏州河畔工程 云岭西路蔡家浜路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41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金沙江路水务建设 金沙江路（木渎港—申汉小区）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42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十五号线梅岭北路站工地 大渡河路武宁路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43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金沙江路—苏州河

真光路沿线
施工招标中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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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2 未发现问题

44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上海城投水务苏州河畔工程 云岭西路蔡家浜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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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3 未发现问题

45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苏州河段深层排水系统工程 蔡家浜1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2 未发现问题

46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苏州河段深层排水系统工程 蔡家浜1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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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3 未发现问题

47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中兴泰富工地 大渡河路梅岭北路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48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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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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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49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金沙江路水务建设 金沙江路（木渎港—申汉小区）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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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50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烧饼 清峪路617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3 未发现问题

51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许程超,夏晨

辉,施展,倪运

上海勤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川路与真光路、高陵路交汇

处；铜川路与曹杨路交汇处;武

威东路、连亮路;中宁路107乙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

查,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6 未发现问题



52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云岭西路-金沙江路
上海水务建设公司

张利军18217006692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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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0 未发现问题

53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宝能集团（烂尾楼拆除） 真北路-曹安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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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3 未发现问题

54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金沙江路—苏州河

真光路沿线
施工招标中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2 未发现问题

55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上海食饱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真北

路店/千秋膳房

真北路818北区地下二楼N-B2-

14+15室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2 未发现问题

56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许

程超,夏晨辉

上海菁英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清峪
路二店

上海市普陀区清峪路351号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57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轨交十五号线梅岭北路站 梅岭北路-大渡河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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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4 未发现问题

58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云岭西路排水系统工程——
真光路排水管道工程

真光路（金沙江路-云岭西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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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59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苏州河堤防达标改造工程 老真北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2 未发现问题

60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许

程超,夏晨辉

上海昭盟房地产经纪事务所
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915号603

室B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61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云岭西路排水系统工程——
真光路排水管道工程

真光路（金沙江路-云岭西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62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动迁基地旧房拆除

老真北二期动迁基地老真北路费

家宅200号（东至老真北路，南

至苏州河，西至上河湾，北至云
岭西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7 未发现问题

63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商务楼建设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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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7 未发现问题

64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中兴泰富工地 大渡河路梅岭北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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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6 未发现问题

65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十五号线大渡河路站工地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66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动迁基地旧房拆除

老真北二期动迁基地老真北路费

家宅200号（东至老真北路，南

至苏州河，西至上河湾，北至云
岭西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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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67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轨交十五号线大渡河路站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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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7 未发现问题

68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十五号线梅岭北路站工地 大渡河路武宁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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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69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中信泰富 梅岭北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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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4 未发现问题

70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轨交十五号线大渡河路站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71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轨交十五号线梅岭北路站 梅岭北路-大渡河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72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上海兴力达C区拆除工程

曹安路169号、209号（1-4层）

东：百联5#门通道，南：百联商

场（连廊相连），西：临时停车
场，北：绿化带，有天然气调压
站、开关站，并有天然气管道通

向C区和百联。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73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中信泰富 梅岭北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74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苏州河堤防达标改造工程 老真北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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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75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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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76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宝能集团（烂尾楼拆除） 真北路-曹安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77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上海新白鹿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真光路12884楼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78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十五号线大渡河路站工地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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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6 未发现问题



79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夏晨辉,

许程超,施展

上海兴力达C区拆除工程

曹安路169号、209号（1-4层）

东：百联5#门通道，南：百联商

场（连廊相连），西：临时停车
场，北：绿化带，有天然气调压
站、开关站，并有天然气管道通

向C区和百联。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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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8 未发现问题

80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云岭西路-金沙江路
上海水务建设公司

张利军18217006692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6 未发现问题

81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山林 清峪路608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3 未发现问题

82
普陀区城管
长征中队

曹佳豪,范祉文,季仲

蓓,厉源,倪运,施展,夏

晨辉,许程超

商务楼建设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83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武宁路74弄2-10号（双号）成套改

造工程
武宁路74弄2、4、6、8、10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84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佛教博物馆旧改基地旧房拆除

江宁路新会路口佛教博物馆江宁

路1023弄（东至江宁路，南至玉

佛寺，西至连锁酒店，北至新会
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85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光复西路781号地块商品住宅1号楼

C区（燕宁苑）
光复西路777弄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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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86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普陀区苏州河沿线综合整治工程二
标段

半岛花园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87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上海信丹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十
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普陀路7号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发现问题 2020/12/09
发现问题责
令改正

88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巴比馒头 澳门路741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4 未发现问题

89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寿路桥）架

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程
长寿公园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90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武宁路74弄2-10号（双号）成套改

造工程
武宁路74弄2、4、6、8、10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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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91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杨晓

灵,朱文杰
敦煌楼 中山北路2212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92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合利坊动迁基地拆除 西康路1001弄动迁基地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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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93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合利坊动迁基地拆除 西康路1001弄动迁基地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94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锦绣里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昌化路750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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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95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上海世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丰翔路与祁连山路交叉口;古浪

路桃浦西路;宜川路400号;长寿

路街道，东至西康路，南至安远

路，西至常德路，北至合利坊1-

3期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

查,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13 未发现问题

96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 东至西康路，

南至安远路，西至常德路，北至合

利坊1-3期 

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杜奇奇  13482660385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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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97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长寿社区C060101单元B4-2地块

（安远路588号）新建商办项目 

安远路588号（东至宝华城市晶

典大厦西至延平路南至安远路北
至新会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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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98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普环二分公司 真北路1880号

对生活垃圾处置单位执行行业规范和操作规范情

况的检查,对生活垃圾收运单位执行行业规范和

操作规范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六十条,《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十一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99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锦绣里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昌化路750号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2 未发现问题

100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 东至西康路，

南至安远路，西至常德路，北至合

利坊1-3期 

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杜奇奇  13482660385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3 未发现问题

101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万航渡路-长寿路桥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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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02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新湖明珠城三期B1-B4号楼（含B5
号商业）

东新路99弄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103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长寿路街道胶州片区网格化综合管
理服务中心装修工程

长寿路505弄4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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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104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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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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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105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旧改基地旧房拆除

东新村四期北块旧改基地（东：
东新路，南：武宁二村，西：凯

旋北路，北：东新支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06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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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107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富春晓院 安远路222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08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上海城市名人酒店购置改造项目 长寿路1188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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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109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万航渡路-长寿路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4 未发现问题

110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东新四期北块旧房拆除工程

东：东新路；西：凯旋北路；
南：武宁二村；北：东新支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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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111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新湖明珠城三期B1-B4号楼（含B5
号商业）

东新路99弄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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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112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天安阳光广场东地块工程 普陀区莫干山路120号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

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

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

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13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长寿社区D5-6地块新建项目（金旭

中心）

东至恒达广场、西至常德路、南
至新会路、北至长寿路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14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轨交14号线房屋拆除

14号线东新路站武宁路74弄

（东：武宁路 南：东新路 西：

西宫北：公交停车场）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15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寿路桥）架

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程
长寿公园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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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116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普陀区24街坊东块二号地块房屋拆

除

普陀路昌化路普陀区24街坊东块

二号地块普陀路38号（东至昌化

路，南至普陀路，西至富丽花
苑，北至澳门路）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17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上海城市名人酒店购置改造项目 长寿路1188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26 未发现问题

118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旧改基地旧房拆除

东新村四期北块旧改基地（东：
东新路，南：武宁二村，西：凯

旋北路，北：东新支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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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119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上海保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306弄7号

5层13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4 未发现问题

120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II标段
西苏州河路150号北（西苏州河

路筛网厂）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21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佛教博物馆旧改基地旧房拆除

江宁路新会路口佛教博物馆江宁

路1023弄（东至江宁路，南至玉

佛寺，西至连锁酒店，北至新会
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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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22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东新四期北块旧房拆除工程

东：东新路；西：凯旋北路；
南：武宁二村；北：东新支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23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天安阳光广场东地块工程 普陀区莫干山路120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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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24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武宁路快速化改建工程II标

武宁路曹杨路口-武宁路东新路

口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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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125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长寿路街道胶州片区网格化综合管
理服务中心装修工程

长寿路505弄4号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
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26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轨交14号线房屋拆除

14号线东新路站武宁路74弄

（东：武宁路 南：东新路 西：

西宫北：公交停车场）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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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127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上海红子鸡美食总汇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188号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28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普陀区24街坊东块二号地块房屋拆

除

普陀路昌化路普陀区24街坊东块

二号地块普陀路38号（东至昌化

路，南至普陀路，西至富丽花
苑，北至澳门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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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29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光复西路781号地块商品住宅1号楼

C区（燕宁苑）
光复西路777弄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30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房长亮,沈灵,
朱董勇

长寿社区C060101单元B4-2地块

（安远路588号）新建商办项目 

安远路588号（东至宝华城市晶

典大厦西至延平路南至安远路北
至新会路）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

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131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长寿社区D5-6地块新建项目（金旭

中心）

东至恒达广场、西至常德路、南
至新会路、北至长寿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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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32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II标段
西苏州河路150号北（西苏州河

路筛网厂）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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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133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智华,杜一帆,朱文

杰,杨晓灵
武宁路快速化改建工程II标

武宁路曹杨路口-武宁路东新路

口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134
普陀区城管
长寿中队

陈武方,朱董勇,沈灵,
房长亮

普陀区苏州河沿线综合整治工程二
标段

半岛花园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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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135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东至中江路西至泸定路南至云岭东

路北至浙铁绿城项目 
上海聚中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戴学军  15062782597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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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36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渊,

郑季超,周史伟,朱军

辉,王恺俊

普陀区中山北社区C060201单元

A16-02地块001
上海市普陀区东至白玉路西至规
划石湾路南至顺义路北至宁夏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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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37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周毅
上海潮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

2110-C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138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王耿,吴倩倩,雍永祥,

周毅,许以凡,刘志平
上海明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沪太路1060号;万里街道，东至

大场浦，南至真华路36弄小区;

长风二村54号，东至社区道路，

南至社区道路，西至长风社区学
校，北至桃浦河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

查,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20 未发现问题

139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长风8号西商品房项目（暂定名）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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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块）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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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40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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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盛胜华  

电话：13801898999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41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东至中江路西至泸定路南至云岭东

路北至浙铁绿城项目 
上海聚中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戴学军  15062782597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42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上海市儿童医院科教综合楼项目

东至泸定路，南至规划公共绿
地，西至规划公共绿地，北至同

普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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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43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恺

俊,王渊,郑季超,周史

伟,朱军辉

东至白玉路,西至规划石湾路,南至

顺义路,北至宁夏路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志鑫  13916118636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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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
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44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渊,

郑季超,周史伟,朱军

辉,王恺俊

苏州河综合整治项目
凯旋北路1311弄、光复西路

1433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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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45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恺

俊,王渊,郑季超,周史

伟,朱军辉

苏州河综合整治项目
凯旋北路1311弄、光复西路

1433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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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
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46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II标 光复西路2710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47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渊,

郑季超,周史伟,朱军

辉,王恺俊

曹家村旧改地块综合开发项目
东至白玉路，西至光复西路，南
至光复西路，北至白玉路福兴村

新工房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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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48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恺

俊,王渊,郑季超,周史

伟,朱军辉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17号单元楼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项目
白玉新村17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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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
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49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薛晓斌,

戚之浩,郑柏颖
新渡口（二）征收基地旧房拆除 新渡口征收基地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150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大华政久地块场地整理拆除工程

同普路106号
东：围墙，南：围墙，西：围

墙，北：围墙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151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II标 光复西路2710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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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52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薛晓斌,

郑柏颖,戚之浩
蔡先生餐饮 枣阳路382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153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周毅
上海宏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2、3

、21、22层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154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长风社区服务中心5-6#楼精装修工

程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428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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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55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渊,

郑季超,周史伟,朱军

辉,王恺俊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17号单元楼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项目
白玉新村17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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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56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周毅
上海乐滋味小吃店 中江路118弄111层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157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周毅

上海易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二
十八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891号1层
底楼甲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158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上海市儿童医院科教综合楼项目

东至泸定路，南至规划公共绿
地，西至规划公共绿地，北至同

普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59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长风8号西商品房项目（暂定名）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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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块）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60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恺

俊,王渊,郑季超,周史

伟,朱军辉

普陀区中山北社区C060201单元

A16-02地块001
上海市普陀区东至白玉路西至规
划石湾路南至顺义路北至宁夏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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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
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61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薛晓斌,

戚之浩,郑柏颖

普陀区A11-7地块新建养老院项目

001
长风二村54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162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周毅
北方水饺 中江路118弄25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0 未发现问题

163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王耿,戚之浩,吴倩倩,

杨光,周毅,刘志平,李
德亮

上海陆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真南路1370号;真北路2251号;云

岭东路570号;古浪路1167号;真

南路633地块（街镇工业园）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

查,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0/09 未发现问题

164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金泸绿地征收项目拆房

金沙江路1412号、1072号、

1250号、1322弄2号（东至绿

地，南至金沙江路，西至绿地，
北河道）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65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云岭东路570号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忠营  13761779131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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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66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长风地区1号地块018 普陀区长风地区1号地块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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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67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轨交15号线长风公园站 云岭东路大渡河路西北角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68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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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盛胜华  

电话：13801898999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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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69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东至中江路西至泸定路南至云岭东

路北至浙铁绿城项目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信龙  13916531812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70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渊,

郑季超,周史伟,朱军

辉,王恺俊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18号单元楼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项目
白玉新村18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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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71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东至中江路西至泸定路南至云岭东

路北至浙铁绿城项目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信龙  13916531812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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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72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轨交15号线长风公园站 云岭东路大渡河路西北角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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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73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戚之浩,

薛晓斌,郑柏颖

普陀区A11-7地块新建养老院项目

001
长风二村54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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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174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长风社区服务中心5-6#楼精装修工

程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428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75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长风地区1号地块018 普陀区长风地区1号地块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76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恺

俊,王渊,郑季超,周史

伟,朱军辉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18号单元楼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项目
白玉新村18号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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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
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77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吴倩倩,杨光,刘志平,

王耿,雍永祥
大华政久地块场地整理拆除工程

同普路106号
东：围墙，南：围墙，西：围

墙，北：围墙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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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未发现问题

178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薛晓斌,

戚之浩,郑柏颖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建设工程

项目001
W060601单元pt0277-03地块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4 未发现问题

179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渊,

郑季超,周史伟,朱军

辉,王恺俊

东至白玉路,西至规划石湾路,南至

顺义路,北至宁夏路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志鑫  13916118636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对施工单位设施设

置情况的检查,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

申报以及委托运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

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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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第四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80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戚之浩,

薛晓斌,郑柏颖
新渡口（二）征收基地旧房拆除 新渡口征收基地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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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181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田为民,王恺

俊,王渊,郑季超,周史

伟,朱军辉

曹家村旧改地块综合开发项目
东至白玉路，西至光复西路，南
至光复西路，北至白玉路福兴村

新工房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

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182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洪家骏,卢骏,戚之浩,

薛晓斌,郑柏颖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建设工程

项目001
W060601单元pt0277-03地块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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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5 未发现问题

183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李宏华,刘华,田为民,

王渊,王恺俊,周史伟,

郑季超,朱军辉,朱艳

新客来大食堂 白兰路137弄1-2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03 未发现问题

184
普陀区城管
长风中队

刘志平,王耿,吴倩倩,

杨光,雍永祥
云岭东路570号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忠营  13761779131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08 未发现问题

185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卞克伟,傅建秋,施邹

明,周浩,朱兴祥,朱星

宇,朱伊婷,朱正明

链家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1312号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86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万里程实验幼儿园（万泉路分园）
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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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新

村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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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87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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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新村

路） 

上海常真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徐斌  17717413416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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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88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上海市轨道交通14号线工程土建24

标【铜川路站（含15号线铜川路

站）】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3959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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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89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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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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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90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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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1909807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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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91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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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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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92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真金路-大杨桥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

刘斌  1585195131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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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93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华,崔志强,冯逸俊,

胡国华,魏天皓,谢寅,
徐渊顺

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一千二
百六十九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水泉路29号1层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194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卞克伟,傅建秋,施邹

明,周浩,朱兴祥,朱星

宇,朱伊婷,朱正明

匠鸭工坊?北京烤鸭 新村路1500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195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普陀区万里社区W13-3（交暨路

185号）回搬安置房项目
交暨路185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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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96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华,崔志强,冯逸俊,

胡国华,谢寅,徐渊顺,
魏天皓

小范车行 香泉路95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7 未发现问题

197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黄亦斐,鞠华明,
王继宗

上海儒林实业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普陀区长风公园站、

梅岭北路站、大渡河路、铜川路

站;东新路123号;武宁路900号

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的检
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4 未发现问题

198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万里社区15-02地块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项目
真华路48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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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199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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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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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0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真金路-大杨桥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

刘斌  1585195131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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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1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新建工程

万里社区W06071单元W-07街坊

7-2地块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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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2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万里街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新建工
程

普陀区交通路3625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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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3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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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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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4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万里程实验幼儿园（万泉路分园）
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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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新

村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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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5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上海市轨道交通14号线工程土建24

标【铜川路站（含15号线铜川路

站）】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3959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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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6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新建工程

万里社区W06071单元W-07街坊

7-2地块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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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7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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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新村

路） 

上海常真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徐斌  17717413416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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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8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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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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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09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万里社区15-02地块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项目
真华路48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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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10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普陀区万里社区W13-3（交暨路

185号）回搬安置房项目
交暨路185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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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11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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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1909807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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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12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万里街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新建工
程

普陀区交通路3625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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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13
普陀区城管
万里中队

陈俊,鞠华明,黄亦斐,
王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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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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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1 未发现问题

214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新疆犇羴穆斯林牛羊肉 石泉路484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215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兰凤新村1号旧改基地旧房拆除

兰凤新村1号地块中兴村44号
（东至中兴村，南至六层公房，
西至兰田路，北岚皋西路）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16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兰凤新村1号旧改基地旧房拆除

兰凤新村1号地块中兴村44号
（东至中兴村，南至六层公房，
西至兰田路，北岚皋西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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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17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普陀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华池路光新路路口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18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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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19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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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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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20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品尊三期 府村路上粮三库对面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21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武宁路快速化改建工程Ⅱ标 武宁路中宁路路口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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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22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武宁路快速化改建工程Ⅱ标 武宁路中宁路路口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23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普陀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华池路光新路路口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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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24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东至真如港西至规划静宁路南至规
划南郑路北至真如港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海  18616512270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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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25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上海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管弄路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华池路244号东2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226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上海陆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真南路1370号;真北路2251号;云

岭东路570号;古浪路1167号;真

南路633地块（街镇工业园）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30 未发现问题

227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品尊三期 府村路上粮三库对面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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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28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东至真如港西至规划静宁路南至规
划南郑路北至真如港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海  18616512270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29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麦当劳 光新路107-4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1 未发现问题

230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施

骏骐,沈斌,夏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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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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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31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上海美侬居房地产经纪事务所

上海市普陀区华池路58弄1号

1601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18 未发现问题

232
普陀区城管
石泉中队

方振华,欧阳德源,沈

斌,施骏骐,夏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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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233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沉 上海中义房地产有限公司五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祁安48号一层-2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234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东至中环一号住宅小区，南至规划
防护绿地，西至规划公共绿地，北

至朱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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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北至朱家浜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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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235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景泰路-真南路

中铁二十四局上海工程公司       

邢红杰  18217551246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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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236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真南路-祁连山路
隧道股份路桥集团

胡家庆18017896232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237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古浪路521号旧房拆除工程
古浪路521号

东：被拆房屋，南：绿化带，
西：加油站，北：古浪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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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238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13号线工地 竹柳路古浪路桃浦西路号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239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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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金祁新城一期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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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金祁新城一期小区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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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40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沉 小羚扬（上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柳园路556号5幢一

层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27 未发现问题

241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环镇南路-古浪路
上海盛鑫建设公司

黄祖鹏13002162273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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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242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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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243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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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6222127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244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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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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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45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13号线工地 竹柳路祁顺路连亮路号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9 未发现问题

246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常和路613弄1-14号房屋拆除工程
常和路613弄1-14号，东至李家

浜，南至空地，西至变电站停车
场，北至常和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2 未发现问题

247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古浪路1570弄1-6号、敦煌路795号

房屋拆除工程

古浪路1570弄1-6号、敦煌路795
号；东至敦煌路，南至古浪路，
西至绿化用地，北至绿化用地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2 未发现问题

248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真南路以南、景泰路以东、祁连山

路以西、金昌路以北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侯卫青  13801712704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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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49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沉 上海帆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柳园路556号5幢一

层2179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26 未发现问题

250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永登东路-武威东路
普陀养护公司

凌一凡13816544130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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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51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古浪路521号旧房拆除工程
古浪路521号

东：被拆房屋，南：绿化带，
西：加油站，北：古浪路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发现问题 2020/12/11
发现问题责
令改正

252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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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6222127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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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253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13号线工地 竹柳路祁顺路连亮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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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54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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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金祁新城一期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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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金祁新城一期小区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2 未发现问题

255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真南路—祁连山路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

马留成13761180048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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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8 未发现问题

256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常和路666号房屋拆除（二期）工

程

常和路666号（624街坊10、30

、31丘）

东：河道，南：常和路人行道，
西：山丹路，北：保留区域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2 未发现问题

257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真南路以南、景泰路以东、祁连山

路以西、金昌路以北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侯卫青  13801712704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上海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258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常和路613弄1-14号房屋拆除工程
常和路613弄1-14号，东至李家

浜，南至空地，西至变电站停车
场，北至常和路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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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259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金昌路（外环-区界）

单位：绿建公司  

联系人：吴明渊

电话：13003199119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260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常和路666号房屋拆除（二期）工

程

常和路666号（624街坊10、30

、31丘）

东：河道，南：常和路人行道，
西：山丹路，北：保留区域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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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261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景泰路-真南路

中铁二十四局上海工程公司       

邢红杰  18217551246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委托运

输情况的检查,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
对施工单位设施设置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四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3 未发现问题

262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13号线工地 竹柳路古浪路桃浦西路号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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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63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真南路-祁连山路
隧道股份路桥集团

胡家庆18017896232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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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64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金昌路（外环-区界）

单位：绿建公司  

联系人：吴明渊

电话：13003199119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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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65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马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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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1111233

对重点区域工地文明施工的检查,对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三十条第五项,《上海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266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沉 金沙饭店 靖边路187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267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古浪路1570弄1-6号、敦煌路795号

房屋拆除工程

古浪路1570弄1-6号、敦煌路795
号；东至敦煌路，南至古浪路，
西至绿化用地，北至绿化用地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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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1 未发现问题

268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沉 佳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1285号420-

45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2/07 未发现问题

269
普陀区城管
桃浦中队

沈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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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1111233

对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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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 未发现问题

270
普陀区城管
曹杨中队

曾政,翟慧敏,朱琦桦,

裔国华,邱小鹏,孟时

明,解仕明,侯培林

上海宝邦房地产经纪事务所 上海市普陀区杏山路22号A室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
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
条第二项，《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第

三十五条

未发现问题 2020/11/27 未发现问题

271
普陀区城管
曹杨中队

贾金轩,杨培强,朱琦

桦,裔国华,邱小鹏,孟

时明,解仕明,侯培林

上海申伦快餐店 梅岭北路558号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

查,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

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未发现问题 2020/11/19 未发现问题

272
普陀区城管
曹杨中队

杨德明,郑宇,朱琦桦,

裔国华,邱小鹏,孟时

明,解仕明,侯培林

上海银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东至景泰路，南至真南路，西至

敦煌路，北至永登路

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承运单位的运输许可证以
及承运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情况的检

查,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船运输规范

的检查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上海

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未发现问题 2020/11/16 未发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