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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办〔2022〕5号

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2 年区级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监督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及《关于修订和实施<上海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界定标准>的通知》（沪消发〔2015〕104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文件精神，结合辖区一些单位关、停、新开等实际情况，我支队

对现有的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区级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共 411 家（名单附后）。根据重点单位调整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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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 2022 年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上海市消防条例》、《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及《上海市火灾高危单位管理规定》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落实各级消防安全责任制，

确保一方平安。

二、411 家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日常消防监督工作由区

消防支队负责实施。

三、区消防救援支队和各派出所应及时完成本次调整所涉及

单位的消防档案和相关信息的移交，防止在消防监督管理上出现

“两不管”情况，确保消防监督工作无缝衔接。

附件：2022 年普陀支队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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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普陀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所属街道 备注

1 上海创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宁路423 号 曹杨街道

2 上海普陀区曹杨敬老院 兰溪路 21号 曹杨街道

3 上海云集曹杨养老院 梅岭北路 93号 曹杨街道

4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兰溪路164 号 曹杨街道

5

上海永乐民融商贸有限公司（曹杨

店）

曹杨路 777 号 1-3

楼

曹杨街道

6

上海曹杨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兰溪路 137 号 4-5

楼

曹杨街道

7 上海市曹杨商城有限公司

兰溪路 137 号 1-3

楼

曹杨街道

8 上海正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兰溪路148 号 曹杨街道

9

上海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

中山北路 2907 号 曹杨街道

10 上海曹港娱乐有限公司 兰溪路 148 号 4楼 曹杨街道

11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梅川路160 号 曹杨街道

12 上海谢金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枫桥路 69号 曹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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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海协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兰溪路 185 号 2-4

层

曹杨街道

14

上海惠银房地产有限公司港鸿酒

店

武宁路501 号 曹杨街道

15 上海圭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武宁路501 号 曹杨街道

16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馆 兰溪路138 号 曹杨街道

17 上海邮政科学研究院 中山北路 3185 号 曹杨街道

18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2911 号 曹杨街道

19

上海惠银房地产有限公司电科大

厦

武宁路509 号 曹杨街道

20 上海春之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梅岭支路 7弄 曹杨街道

21 上海嘉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兰溪路141 号 曹杨街道

22

上海中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市西

管理处

曹杨路 1040 弄 2号 曹杨街道

23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

公司

武宁路505 号 曹杨街道

24 上海市地震局 兰溪路 87号 曹杨街道

25

上海真如物业有限公司（安居兰

庭）

兰溪路176 弄 曹杨街道

26 上海市测绘院 武宁路419 号 曹杨街道

27 上海瑞亦阁酒店 武宁路503 号 曹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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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上海宏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 777 号 4-5

楼

曹杨街道

29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中心 枣阳路108 号 曹杨街道

30 上海创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 1015 号 曹杨新村街道

31 上海枣阳汾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枣阳路182 号 曹杨新村街道

32 上海泉港娱乐有限公司 西乡路260 号 甘泉路街道

33 上海依云沐浴休闲娱乐有限公司 延长西路 543 号 甘泉路街道

34 上海市回民中学 沪太路 1000 号 甘泉路街道

35

上海沪太花鸟奇石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沪太路 1012 号 甘泉路街道

36

上海普陀华联吉买盛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新村路139 号 甘泉路街道

37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宏利敬老院 新村路 349 弄 38号 甘泉路街道

38 上海市同济医院 新村路389 号 甘泉路街道

39 上海市培佳双语学校 宜川路 351 弄 70号 甘泉路街道

40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宜川路400 号 甘泉路街道

41 上海普陀区甘泉路街道敬老院 宜君路 80弄 28号 甘泉路街道

42 上海新铭人娱乐有限公司 灵石路 1186 号 4楼 甘泉路街道

43 上海颐和爱心敬老院 延长西路 172 号 甘泉路街道

44

上海绿安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绿地普陀商务广场）

新村路423 弄 甘泉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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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上海泾惠敬老院

交通路 2017 弄 42

号

甘泉路街道

46

上海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合阳老年

公寓

延长西路 40 弄 42

号

甘泉路街道

47 上海毅韬快乐养老院 普陀区黄陵路 19号 甘泉路街道

48 上海电气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延长西路

529 弄 25号

甘泉路街道

49 上海美居甘泉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西乡路 268

号

甘泉路街道

50

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永舟资产

管理分公司（永乐文化广场）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宜川路 300

号

甘泉路街道

51

北京安信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宜乐荟）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宜川路 299

号

甘泉路街道

52

上海中环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邻里一号）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平利路 18号

甘泉路街道

53 上海普陀区云集子长养老院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新村路 349

甘泉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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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 29 号

54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新村路 435

号

甘泉路街道

55

上海惠高实业有限公司（华仁商务

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灵石路 1188

号

甘泉路街道

56 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

路街道志丹路 211

号

甘泉路街道

57 上海红枫会养老院

上海市普陀区甘

泉路街道泾惠路 30

号

甘泉路街道

58 上海铜川弘基商业经营有限公司 铜川路 68号 石泉路街道

59

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陀

第一分公司

铜川路68号 4楼

406、407 室

石泉路街道

60 上海云集养老院

中山北路同泰新村

631 号

石泉路街道

61 上海普陀区沙田敬老院

中山北路2467弄41

号

石泉路街道

62 上海建汇置业有限公司 石泉路475 号 石泉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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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上海明捷置业有限公司明捷万丽

酒店

铜川路 50号 石泉路街道

64 上海榕盛娱乐休闲有限公司 武宁路 1500 号三楼 石泉路街道

65 上海康仁乐购超市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1855 号 石泉路街道

66 上海普陀区信仪敬老院 信仪新村 12号 石泉路街道

67 上海北海饭店有限公司 武宁路 1500 号 石泉路街道

68 上海江苏饭店 武宁路888 号 石泉路街道

69

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

限公司（品尊国际中心）

普陀区石泉街道岚

皋路 567 号

石泉路街道

70

银乐迪娱乐有限公司上海普陀铜

川路分公司

普陀区石泉街道

铜川路 68号 407 室

石泉路街道

71

上海明捷置业有限公司品尊名致

酒店

铜川路58弄 1号地

下一层局部，地上

1-22 层

石泉路街道

72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饭店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

路街道中山北路

2701 弄 1号

石泉路街道

73 上海聿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

路街道武宁路 492

弄 30 号

石泉路街道

74 上海普陀区石岚敬老院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 石泉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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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街道岚皋路 200

弄 32 号

75

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体

育中心广场）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

路街道华池路 58弄

1号

石泉路街道

76 上海腾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威路 1285 号 桃浦镇

77

上海通贸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银杏路672 号 桃浦镇

78

上海西北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

有限公司

金通路999 号 桃浦镇

79 丰树金达仓储（上海）有限公司 金达路428 号 桃浦镇

80 上海普洛斯槎浦置业有限公司 金达路175 号 桃浦镇

81 上海嘉民金迈仓储有限公司 金迈路158 号 桃浦镇

82 上海好德物流有限公司 金达路399 号 桃浦镇

83 上海春光实业有限公司 金迎路718 号 桃浦镇

84 上海世纪联华西部商业有限公司 雪松路368 号 桃浦镇

85 上海市普陀区白丽敬老院 红棉路 311 弄 48号 桃浦镇

86

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

司

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93 号

桃浦镇

87

上海金明房地产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交通路 4703 弄 6、9

号 1611 室

桃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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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上海李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路 4711 号 桃浦镇

89

上海新世纪文峰美发美容有限公

司

绥德路650 号 桃浦镇

90 上海证券印制有限公司 绥德路883 号 桃浦镇

91

上海康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康健

广场）

真南路 1228 号 桃浦镇

92 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社会福利院 靖边路 199 弄 19号 桃浦镇

93 上海耀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祁连山南路 2888 号 桃浦镇

94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绥德路669 号 桃浦镇

95 上海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绥德路 99号 桃浦镇

96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真南路 1008 号 桃浦镇

97 上海方正置业有限公司（S06 智谷） 定边路629 号 桃浦镇

98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真陈路158 号 桃浦镇

99 上海天佑医院有限公司 真南路528 号 桃浦镇

100

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

常和路318 号 桃浦镇

101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第一养老院

真南路 822 弄 432

号

桃浦镇

102 上海康鹏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200 号

桃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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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上海长寿家园桃浦九村养老院 普陀区竹柳路 70号 桃浦镇

104 上海齐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真南路 1228 号地下

一层至地上二层

桃浦镇

105 同济大学沪西校区 真南路500 号 桃浦镇

106

上海交投场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五大区

真南路709 号 桃浦镇

107

上海金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鑫

企业广场 5栋高层建筑）

武威路 88弄 桃浦镇

108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武威

路 1717 号

桃浦镇

109 中环国际酒店（上海）有限公司 富平路800 号 万里街道

110

上海莫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村

路分公司

新村路873 号 万里街道

111 上海吉曼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真北路 3233 号 万里街道

112

上海岚灵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灵石路 1539 号 万里街道

113 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万里店 新村路 1500 号 万里街道

114 颐正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新村路681 号 万里街道

115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学校） 新村路 2169 号 万里街道

116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富平路 657 弄 91号 万里街道

117 上海中环逸仙敬老院 富水路712 号 万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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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上海源之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

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真金路239 号 万里街道

119 上海申新虎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一路 239 号 万里街道

120

佳兆业创享空间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交通路 2779 号 万里街道

121 上海浩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村路 1501 号 万里街道

122

上海中仪物业有限公司（中一国

际）

光新路 88号 宜川街道

123

上海冠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浦发

广场）

中山北路 1759 号 宜川街道

124 上海迈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1777 号 宜川街道

125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 光复西路 17号 宜川街道

12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泉信息

中心）

光新路168 号 宜川街道

127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交通路 1565 号 宜川街道

128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市北校区 交通路 1933 号 宜川街道

129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交通路 95号 宜川街道

130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五分公司

远景路 97弄 23号 宜川街道

131 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1228 号 宜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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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上海宝石花鸿盛酒店有限公司 交通西路 21号 宜川街道

133 上海市宜川养老院 远景路 69号 宜川街道

134 上海普陀区宜福敬老院 宜川六村 78号 宜川街道

135

上海普陀区宜川路街道泰山敬老

院

泰山三村 52号 宜川街道

136 上海普陀区宜川第二敬老院 宜川二村 120 号 宜川街道

137

上海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香溢三期）

石泉东路 286 弄 宜川街道

138

上海世纪联华西部商业有限公司

宜川店

宜川路 60号 宜川街道

139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第三分公司

光新路310 号 宜川街道

140

上海香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星荟方隅公寓）

光新路340 号 宜川街道

141 上海杰晨大酒店 延长西路 25号 宜川街道

142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敬老院 白玉新村 114 号 长风街道

143

上海沪锡贸易有限公司（长城大

厦）

中山北路 3000 号 长风街道

144 上海君满堂娱乐有限公司 曹杨路333 号 长风街道

145

上海安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汇融

大厦）

曹杨路535 号 长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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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上海新发展大酒店有限公司新发

展亚太金威万豪酒店

大渡河路 158 号 长风街道

147 上海高星置业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196 号 长风街道

148 上海莎诺娱乐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168弄136

号 501B-503 室

长风街道

149

北京燕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北岸长风）

大渡河路 168 弄 长风街道

150 华谊兄弟上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196 号 5

楼局部

长风街道

151

上海新浩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宏商务楼）

大渡河路 388 弄 5

号

长风街道

152 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189 号 长风街道

153

北京桔子水晶酒店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上海第十一分公司

大渡河路 658 号 10

幢

长风街道

154

上海永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旭辉

世纪广场）

丹巴路 28弄 长风街道

155

上海龙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龙裕

财富中心）

丹巴路98弄 7号楼 长风街道

156

上海润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赢华

国际广场）

光复西路 2899 弄 8

号楼 1楼

长风街道

157 上海普陀区长风敬老院 长风二村 145 号 长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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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上海特种设备监督检查检验技术

研究院

金沙江路 915 号 长风街道

159 上海凯隆宾馆有限公司 白兰路 105 号 1幢 长风街道

160 上海清水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凯旋北路 1305 号 长风街道

161 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泸定路339 弄 长风街道

162 上海市儿童医院（泸定路分院） 泸定路355 号 长风街道

163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科创大厦）

宁夏路201 号 长风街道

164

上海君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棠

大厦）

宁夏路777 号 长风街道

165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同创大厦）

顺义路 18号 长风街道

166 上海市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同普路517 号 长风街道

167 上海长风跨采投资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 235 号 长风街道

168

上海荆棘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汇银铭尊）

云岭东路 599 弄 长风街道

169 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 599 弄 19

号

长风街道

170

上海景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星

大厦）

云岭东路 651 号 2

号楼

长风街道

171 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物业经营管 云岭东路 89号 长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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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长风国际大厦）

172 上海长昭实业有限公司 真北路788 号 长风街道

173 上海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真北路818 号

N-F4-01

长风街道

174 上海哲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江路118弄12号、

22号

长风街道

175

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 SOHO）

中江路 388 弄 1、2

号

长风街道

176

西藏新城悦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新城控股）

中江路 388 弄 A、B

楼

长风街道

177

上海月星环球港商业中心有限公

司

中山北路 3300 号 长风街道

178

上海威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环球

港办公楼）

中山北路 3300 号 长风街道

179 华嘉泰（上海）室内游乐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3300 号

3-4 层局部

长风街道

180

上海上影海上影城开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山北路 3300 号 4

楼

长风街道

181 上海展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3553 号 长风街道

182

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上海金

沙江路店

中山北路 3636 号 长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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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华东师范大学 中山北路 3663 号 长风街道

184

上海兰逸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绿洲广场）

白兰路137 弄 长风街道

185

上海怡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尚诚

国际）

曹杨路505 号 长风街道

186

上海月星环球家饰博览中心有限

公司酒店管理分公司

宁夏路718 号 长风街道

187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一期办公楼）

同普路299 弄 长风街道

188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 345 号 长风街道

189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 689 号 1

号楼

长风街道

190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福利院 枣阳路515 号 长风街道

191 上海宁港娱乐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3300 号

B1210

长风街道

192

南京浦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

海苏宁环球万怡酒店分公司

丹巴路 99号 长风街道

193

上海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怒

江路店

怒江路257 号 长风街道

194

上海远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协信

莎玛服务式公寓）

大渡河路 388 弄 2

号

长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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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上海和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 788 号 长风街道

196 上海普陀区颐长敬老院 枣阳路 251 弄 99号 长风街道

197 上海普陀区康养中心

丹巴路586弄15号、

16号

长风街道

198

上海浙交绿泓商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泸定路388 号 长风街道

199 上海东渡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泸定路 46弄 长风街道

200 上海宜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泸定路 46弄 长风街道

201

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物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臣风大厦）

同普路800 弄 长风街道

202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苏宁天御

广场）

丹巴路 99弄 长风街道

203 上海丹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丹巴路 28弄 26号 长风街道

204 上海朗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云岭东路 599 弄 12

号 501

长风街道

205

上海超普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主场

ESP 商业广场）

同普路428 号 长风街道

206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光复西路 2476 号 长风街道

207

上海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环

大厦分公司

中山北路 3856 弄 2

号

长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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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上海格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3500 号 5

号楼

长风街道

209 上海盈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凯旋北路 1555 弄 2

号

长风街道

210 上海博纳银兴影院发展有限公司 武宁路 101 号四楼 长寿街道

211

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普

陀第一分公司

东新路149 号 长寿街道

212

上海东方航空宾馆有限公司（镇坪

路）

中山北路 2088 长寿街道

213

上海绿地快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复西路 843 号 长寿街道

214

汉庭星空（上海）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中山北路分公司

中山北路 2250 号 长寿街道

215

上海嘉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镇坪

店）

中山北路 2216 号 长寿街道

216 上海新西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新路347 号 长寿街道

217 上海先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武宁路 99号 长寿街道

218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曹杨路450 号 长寿街道

219

上海盛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普陀

科技馆）

曹杨路500 号 长寿街道

220 上海佳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联 曹杨路540 号 长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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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管理处）

221

中龙护嘉保安服务集团上海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武宁路350 号 长寿街道

222 上海华谊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2000 号 长寿街道

223 上海振源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2052 号 长寿街道

224

上海中仪物业有限公司（万千大

厦）

中山北路 2130 号 长寿街道

225 上海镍都饭店 中山北路 2220 号 长寿街道

226

百联集团上海物贸大厦有限公司

（物贸大厦）

中山北路 2550 号 长寿街道

227

上海典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杰地

大厦）

中山北路 2790 号 长寿街道

228 上海联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1958 号 长寿街道

229

上海盛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盛

泉大厦）

谈家渡路 28号 长寿街道

230 上海历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2438 号 长寿街道

231 上海浅深沛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430 号 长寿街道

232

上海威尼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元

中大厦）

中山北路 2900 号 长寿街道

233

上海普陀区申养镇坪路望年荟养

老院

中山北路 2020 号

5-15 层

长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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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曹杨路158 号 长寿街道

235

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普陀

体育馆）

曹杨路400 号 长寿街道

236 上海福之声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 1958 号二

楼

长寿街道

237

上海安国酒店有限公司安曼纳卓

悦酒店

长寿路600 号 长寿街道

238 上海识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892 号 长寿街道

239

上海如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陕西

北路二店

陕西北路 1738 号 长寿街道

240

上海如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长寿

路店

长寿路652 号 长寿街道

241 上海莫泰安远路酒店有限公司 安远路678 号 长寿街道

242

陕西美华酒店有限公司上海美兆

华酒店

长寿路 1086 号 长寿街道

243 上海仲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澳门路477 号 长寿街道

244

上海古井金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古井假日酒店

长寿路700 号 长寿街道

245 上海今村大酒店有限公司 澳门路503 号 长寿街道

246 上海月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澳门路168 号 长寿街道

247 峻领德高商业发展（上海）有限公 长寿路155 号 长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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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48

上海旭惠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昆仑台湾商城有限公司）

长寿路401 号 长寿街道

249

上海永乐民融商贸有限公司（长寿

路店）

长寿路285 号 长寿街道

250

上海大自鸣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长寿 189 广场）

长寿路189 号 长寿街道

251 上海豪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888 号 长寿街道

252 上海纬陆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长寿路432 号 长寿街道

253 上海万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 1118 号 长寿街道

254 上海锦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577 号 长寿街道

255 上海长寿顺风餐饮有限公司 西康路 1068 号 长寿街道

256

上海新南华长寿路大酒店有限公

司

长寿路360 号 长寿街道

257 上海虹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 1080 号 4-5

楼

长寿街道

258 上海星光影城有限公司 新会路 394 号 4楼 长寿街道

259 上海音冠娱乐有限公司 长寿路 393 号 4楼 长寿街道

260 上海锦鑫娱乐有限公司 长寿路 577、581 号 长寿街道

261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七分公司

长寿路 892、898 号

3 楼

长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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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上海中经堂实业有限公司 长寿路 80号 长寿街道

263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江宁路 1291 号 长寿街道

264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澳门路726 号 长寿街道

265 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 长寿路652 号 长寿街道

266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家园养老院 宜昌路555 号 长寿街道

267 上海玉佛禅寺 安远路170 号 长寿街道

268

上海轻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丽晶

分公司

武宁路 19号 长寿街道

269 上海纺展实业有限公司 澳门路150 号 长寿街道

270

上海多元物业有限公司（三维大

厦）

澳门路356 号 长寿街道

271

上海双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飞雕

商务大厦）

长寿路 1076 号 长寿街道

272

上海中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富

时代大厦）

长寿路127 号 长寿街道

27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长寿）

长寿路200 号 长寿街道

274 上海恒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285 号 长寿街道

275 上海炜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393 号 长寿街道

276 上海诚信中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寿路468 号 长寿街道

277 上海惠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沙田 长寿路587 号 长寿街道



- 24 -

大厦管理处）

278 上海西部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寿路767 号 长寿街道

279

上海世纪商务大厦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长寿路 97号 长寿街道

280

上海安荣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宝华大厦）

常德路 1211 号 长寿街道

281

上海市龙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友

力国际大厦）

江宁路 1158 号 长寿街道

282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路 1207 号 长寿街道

283

上海沙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玉城

宝都管理处）

陕西北路 1283 弄 长寿街道

284

上海西部物业有限公司（普陀科技

大厦）

西康路 1255 号 长寿街道

285

欣宏（上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

久大厦）

胶州路941 号 长寿街道

286

上海微尔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源达大厦）

长寿路360 号 长寿街道

287

上海万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富丽

大厦）

江宁路 1306 弄 17

号

长寿街道

288

上海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港汇大厦）

长寿路868 号 长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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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上海仲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澳门路477 号 长寿街道

290

上海安荣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宝华名邸）

安远路546 号 长寿街道

291

上海康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燕兴

大厦管理处）

江宁路 1306 弄

10-12 号

长寿街道

292

上海中环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中环现代大厦）

新会路468 号 长寿街道

293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恺

悦大厦）

江宁路 1600 号 长寿街道

294

上海邦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平

高）

安远路128 号 长寿街道

295

上海毅弘商贸有限公司公众电脑

屋

江宁路 1318 号 B座

2层

长寿街道

296

上海网鱼长寿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公司

长寿路457号 3楼 A

座

长寿街道

297

上海微领地创客空间运营股份有

限公司

江宁路 1420 号 长寿街道

298 上海美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江宁路 1286-5号 长寿街道

299 上海申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651-1号2-5

层

长寿街道

300 上海摩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寿路 59、60号 长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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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上海大洋千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莫干山路 600 号 长寿街道

302 上海金鸣置业有限公司 长寿路333 号 长寿街道

303 上海红子鸡美食总汇有限公司 澳门路188 号 长寿街道

304 上海聚禄阁娱乐有限公司 长寿路 1118 号 3楼 长寿街道

305 上海金曦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长寿路 988 号 6楼 长寿街道

306 上海朝哥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胶州路 945 号 4楼 长寿街道

307

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长寿路 130 长寿街道

308

上海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众

河滨公寓）

长寿路800 号 长寿街道

309 上海市普陀区云集新曹杨颐养院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中江路1070弄69

号

长征镇

310 上海亚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丹巴路 1218 号

长征镇

311 归舍酒店（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梅川路 1249 号 C

座

长征镇

312

利群时代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普陀

区杨柳青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杨柳青路 768 号

长征镇

313 上海美源养老院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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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同普路 977 号

314 上海信发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685 号

5-6 层局部

长征镇

315

上海新曹杨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红星世贸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怒江北路 558 号

长征镇

316 上海崟湛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云岭西路600弄2

号楼

长征镇

317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258 号

长征镇

318

上海鹏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同

普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同普路 1220 号

长征镇

319 上海普陀区曹安敬老院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怒江路 600 弄 3

号

长征镇

320

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

有限公司（华大科创园）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006 号

－1038 号

长征镇

321 上海住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中江路 1279 号一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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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B区、二层、三层

322 上海百达敬老院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北路1701弄18

号

长征镇

323 上海新长征福利院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清峪路 130 弄 57

号

长征镇

324

上海新长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普罗娜商务广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145 弄

长征镇

325 上海长征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梅川路 1255 号

长征镇

326

上海锦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曹

杨商务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中江路 889 号

长征镇

327 上海祥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梅川路1357号10

楼

长征镇

328

上海新曹杨中南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敦奴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340 弄

8 号

长征镇

329

上海圣诺亚酒店有限公司圣诺亚

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699 号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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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第

一一八分店（118）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685 号

长征镇

331

极乐汤（上海）沐浴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祁连山南路 398

号

长征镇

332 上海梅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475 号

长征镇

333 上海祥迪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288 号 1

楼

长征镇

334 上海兴榕港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115 号

长征镇

335 上海意家人旅馆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818 号

长征镇

336 上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288 号

长征镇

337 上海浣沙宫休闲美食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123 号

长征镇

338 麦德龙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北路 1425 号

长征镇

339 上海华德美居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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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梅川路 1318 号

340

上海鹏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

寰商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977 弄

3号 501 室

长征镇

341 上海火红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475 号真

光饭店 D楼

长征镇

342

上海新长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环商务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219 号

长征镇

343 上海爱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北路 958 号

长征镇

344

上海弘象置业有限公司弘象智选

假日酒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281 号

长征镇

345 上海隆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梅川路 1275 号

2-3 层

长征镇

346 上海永益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清峪路 385 号

长征镇

347 上海巴凌麦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239 弄

1-54、1-69 号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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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上海协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

沙和美广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239 弄

长征镇

349 上海汤连得沐浴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伯士路 57号

长征镇

350 上海桂氏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梅川路1275号A5

室

长征镇

351

上海芝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曹

杨经贸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怒江北路 427 号

长征镇

352 上海莫泰大渡河路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大渡河路 1122 号

长征镇

353

上海新曹杨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五芳斋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中江路 888 号

长征镇

354 上海宝侬汇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999 号

2 楼

长征镇

355

上海亿亿佰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圣诺亚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759 号

长征镇

356

上海新长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征商务大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梅川路 1247 号

106 室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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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上海申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

沙商务广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2009 弄

2号 203 室

长征镇

358

上海上置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绿

洲中环管理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628 号

长征镇

359 上海市曹杨中学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祁连山南路 1069

号

长征镇

360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烟草储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云岭西路 400 号

长征镇

361

上海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设计博

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北路 1208 号

长征镇

362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云岭西路 689 弄

170 号

长征镇

363

上海世纪联华西部商业有限公司

中环路店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288 号 A

区地下一层

长征镇

364 上海歌城沙亿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

江路 1759 号 A座 3

层

长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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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上海醉仕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金沙江路

1685-1699 号

长征镇

366 上海贝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怒江北路 558-2

号

长征镇

367

上海小南国餐饮有限公司金沙江

路店

长征镇金沙江路

1759 号 A座 103 室

长征镇

368

上海普陀第一食品商店销售有限

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

镇真光路 1288 号 B

区 1层

长征镇

369

上海普陀宝大祥青少年儿童购物

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

征镇真光路 1288 号

C区 2楼

长征镇

370 上海普陀友谊商店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长

征镇真光路 1219 号

长征镇

371 上海宏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桃浦路210 号 真如镇街道

372 上海真北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 铜川路 1688 号 真如镇街道

373 上海仙樽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真北路 2980 号 真如镇街道

374 上海帝晓娱乐有限公司 兰溪路277-289 号 真如镇街道

375 上海圣安达酒店有限公司 真北路 2051 号 真如镇街道

http://59.200.101.135:81/JCSJPage/DWGLPage/DWXXSearchPage.aspx
http://59.200.101.135:81/JCSJPage/DWGLPage/DWXXSearchP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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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上海亚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2155 号 真如镇街道

377 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真北店 桃浦路328 号 真如镇街道

378 上海市普陀区中医医院 曹杨路 1261 号 真如镇街道

379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桃浦路910 号 真如镇街道

380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真光敬老院 金汤路 353 弄 64号 真如镇街道

381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敬老院

真北支路 263 弄 4

号

真如镇街道

382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清涧路240 号 真如镇街道

383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铜川路 1278 号 真如镇街道

384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

管理局（区政府）

大渡河路 1668 号 真如镇街道

385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铜川路 1433 号 真如镇街道

386 上海票据交换中心 真光路 1581 号 真如镇街道

387 上海真如寺 兰溪路399 号 真如镇街道

388

北京桔子水晶酒店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上海第八分公司

曹杨路 2088 号 真如镇街道

389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颐天年养老院

真北路 2904 弄 56

号

真如镇街道

390 上海月星敬老院 子洲路672 号 真如镇街道

391 上海鸿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真北路 2167 号 真如镇街道

392 映像（上海）酒店有限公司 真北路 2022 号 真如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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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盛全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兰溪路900 号 真如镇街道

394

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上

海高逸尚城物业管理分公司

礼泉路700 弄 真如镇街道

395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金鼎路108 号 真如镇街道

396 上海泊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桃浦路226 号 真如镇街道

397 上海盛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 1888 弄 真如镇街道

398 上海星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真北路 2500 号 真如镇街道

399 上海宏康医院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1933 号 真如镇街道

400 上海耀莱天汇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 2033 号 2-4

层 29单元

真如镇街道

401 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 1888 号 真如镇街道

402 上海冠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固川路166 弄 真如镇街道

403 上海恒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铜川路 1688 号三层 真如镇街道

404 上海普陀绿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 2033 号 真如镇街道

405

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横通道普陀段）

中江路光复西路工

作井（总控位于真如

镇街道武宁路高架

2520 号）

真如镇街道

406 上海隆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真北路 2251 号 真如镇街道

407 上海亚诗骏酒店责任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1501 号 真如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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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上海天地软件园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天地科技园）

真北路 2653 真如镇街道

409 上海泛泰酒店有限公司

铜川路 1653 弄 1号

3、4、5楼

真如镇街道

410 普陀区第一老年福利院 三源路180 号 真如镇街道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3月 3日印发

共印1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