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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总 工 会 

上 海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沪工总权〔2020〕48号 

 

 
关于表彰 2018-2019 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
（上海赛区）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 

 

各区局（产业）工会，各区应急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各局（集

团公司），各有关单位： 

2018-2019 年度，本市各参赛单位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

安全生产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本

市“安康杯”竞赛活动的通知》要求，紧紧围绕“落实全员安全

责任，促进企业安全发展”竞赛主题，认真组织职工开展群众性

隐患排查、职业健康保护和安全文化普及教育活动，不断丰富竞

赛活动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和工会劳动保护工

作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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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审发布、分组评审、回访检查和综合考核等四个环节以

及“两审两公示”程序，现决定授予上海申茂电磁线有限公司等

204 家单位“2018-2019 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

优胜单位”称号；授予上海高桥捷派克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炼

化分公司仪表部保养三区等 141 个班组 “2018-2019 年度全国

‘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班组”称号；授予上海市浦东

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51 家单位“2018-2019 年度全国‘安康杯’

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组织单位”称号；授予上海嘉里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李虎等 90 名同志“2018-2019 年度全国‘安康杯’竞

赛（上海赛区）优秀个人”称号（名单见附件）。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常赛常新，努力在

本市“安康杯”竞赛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市各有关单位要

认真学习先进经验，扎实推进企业安全健康文化建设，切实维护

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

境。 

 

附件：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名单 

 

上海市总工会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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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名单 

 

一、 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单位（共 204家） 

上海申茂电磁线有限公司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三林环境卫生有限公司 

新智德精密零件（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同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中钞油墨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达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新徐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万宏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上海圣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金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长宁集团大楼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同仁医院 

上海九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民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上海万宏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安居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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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根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市容建设公司 

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卫百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市政养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原护理院 

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凌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沪光变压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南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 

上海华盛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静安（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置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公司 

上海大宁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大厦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分公司 

上海培通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派克汉尼汾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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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明传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中田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仲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金丰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凯源电站设备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威克迈龙川汽车发动机零件有限公司 

太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七宝商城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 

昕诺飞灯具（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轻纺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奥托立夫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英飞同仁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伟尔格罗普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上海亚太国际蔬菜有限公司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滨海文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沪杭路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 

上海华美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中联重科桩工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盛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克曼实验室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新合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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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尾钢结构有限公司 

能率（上海）住宅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德驱驰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申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双木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自来水公司 

上海浦东兴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气动成套公司三分厂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上海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星海时尚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地毯总厂有限公司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闸北发电厂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嘉定供电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奉贤供电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松江供电公司 

上海市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限公司 

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青浦供电公司 

上海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硅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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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园区设施技术服务分公司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部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烟草储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巴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材料研究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东湖机械厂 

中核海洋核动力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大瀛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东海老年护理医院 

江苏申牛牧业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金山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乾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 

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新锦江大酒店 

上海和平饭店有限公司 

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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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明天广场有限公司 

华能（上海）电力检修有限责任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安徽房地产事业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工务大修段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中远圣保罗”轮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上海快乐船长游船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众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机要通信局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杨浦区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嘉定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北区电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德律风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信息园区开发建设部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拖轮船队 

上海达华测绘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航标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网络发展部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铁建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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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钻井分公司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 

上海市堤防（泵闸）设施管理处 

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徐沛铁路管理处 

上海强生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交投场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交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青草沙原水厂 

上海天马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市北宝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汽车运输处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东宝市政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弘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电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沪）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沪）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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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班组”（共 141个） 

上海高桥捷派克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炼化分公司仪表部保

养三区 

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有限公司安保小组 

平田精密器材（上海）有限公司制造一课高速机冲切班组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晶园一厂薄膜部 

上海玉龙光碧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政企影像档案库编导运

营部 

西藏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藏大厦万怡酒店安保组 

上海柯衍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宅修缮项目组 

上海澳宏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运营部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实验室免疫组 

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物业管理部维修中心（班组）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强国际广场管理

处 

上海锦洋船员劳务有限公司“上电翔安 7”轮 

上海仕操洗涤有限公司青年先锋突击队（班组） 

上海苏宁宝丽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安全部 

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运行丙班 

上海市总工会沪东工人文化宫综合事业部 

上海中原护理院医护组 

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运营中心（班组） 

上海大富贵酒楼有限公司中华路店（班组） 

上海吉利翟然汽车设计有限公司实体模型班组 

上海书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启东恒大海上威尼斯看房班组 

上海新世纪运输有限公司监控中心（班组） 

华润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酿造动力班组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配制组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水溶性车间生产标兵组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维修技术中心--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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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发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和辉光电项目班组 

上海进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注塑成型生产小组 

上海澳翔鞋业有限公司冷粘流水线（班组） 

上海闵行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叉车组 

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半导体制造部数控班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装制造班组 

上海华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嘉定华毅销售部 

上海惠乐物业有限公司“东润舒庭”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处 

上海山林食品有限公司品控班组 

上海西文服饰有限公司数码印刷组 

上海新瑞生态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 

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室消防监控指挥中心

（班组） 

何塞阀门制造（上海）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 

上海耀江实业有限公司太阳能工程部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智慧集成供水设备制造班组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 B车间油锅班组 

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制品车间充绒十组 

上海昭和高分子有限公司 VE制造班组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装班组 

上海伊威儿童食品有限公司米粉班组 

大日精化（上海）化工有限公司第二事业部制造二课 

上海崇明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汽修公司小修组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中国渔政 31108船 

上海明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体育馆安保班组 

上海海立电器有限公司采购中心危险化学品仓库班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发电机厂制造部金工工区车

床班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徐汇区社区楼宇智能安防项

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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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物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华鑫慧享城维修中心（班组）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丙烯酸装置丙班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技术中心氢甲酰化课题组 

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E4仓储班组 

上海曹家渡家具商城有限公司市场部班组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凹印车间乙班班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输电（配电）带电作业一

组 

上海电力建设启动调整试验所有限公司奉贤项目调试班组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一炼钢分厂精炼甲班 A组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厚板部轧线机电作业区自动化班组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宝之云 IDC一期运维班组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福州高新区海西高新技术

产业园创新园三期工程项目部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四部 2#连续重整装

置第三班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中心分析三车

间化工中控分析丁班 

上海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试验中心班组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围护系统作业区绝缘箱一组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金桥北厂油漆维修工程团队（班组）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TIGUAN NF副车架装配班组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北仑电

厂 500千伏 GIS改造总承包工程项目组 

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质

量控制研究组 

上海科技馆上海天文馆建设指挥部建安部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疫苗二室 

中华地图学社运营保障部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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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K2K3主系统队钳工班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三门总承包部综合队管道一班 

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安保班组 

上海冠生园蜂制品有限公司一车间机修班组 

上海明锦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恭港”养殖组 

上海世纪联华外高桥购物有限公司防损部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整库班组 

上海百联配送实业有限公司国顺路分公司安全环保部 

上海百联房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二分公司第一经营部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眼镜光学割边班组 

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总务科 

上海飞思海葬服务部海葬业务部 

上海扬子江大酒店有限公司保安部 

上海龙华肉类联合加工厂有限公司杨思冷库（班组）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汽机专业（班组） 

上海燃气市北销售有限公司静安北办事处彭浦检修组 

上海东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情报档案中心（班组） 

上海绿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银川绿地城二期项目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站苏西接发列车班组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集运船员管理一库 

上海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大型机械修理一组 

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金东快线服务班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包件处理分中心（班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分公司世博邮政支局（班

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宝山营业厅（班

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北区分公司滨江营业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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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电信局四团分局班组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宁波救助基地应急救助队潜水班组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打捞保障中心小车班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航源检测组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古雷码头项目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区分公司网络保障部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信息应用科 

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安全质量执法科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徐南路 07-02ABCD 地块商办项目

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石洞口污水处

理厂污泥处理二期工程项目部 

上海市地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二项经部 

莱芜莱新铁矿有限责任公司运转工区炸药库班 

上海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海洋观测中心站（班组）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源深路 1111 号研

发楼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七宝华润项目部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选煤中心姚桥厂选煤班 

上海申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质量安全部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变电检修部电缆班组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临江水厂生产管理科 

上海环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镇生活垃圾分拣中心（班组） 

上海迅翔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大治河西闸运行养护班组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构件分公司乌镇基地（班组）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长风瑞仕璟庭项目部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花莞高速燃气管线改迁工程

施工项目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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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闵房产有限公司物业管理部 

上海地产乡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 

上海环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黄浦江沿岸 E10 单元 E06-2 商办

项目部 

上海临港创新经济发展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 

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溶剂资源化组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功能高分子事业部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设施养护科 

上海成基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项目部 

上海金桥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锦绣路项目组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沪）青浦首创淀山湖大道北侧

53-04地块普通商品房项目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沪）瑞虹新城 10号地块项目部 

 

三、 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组织单位”（共 51家）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总工会 

捷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总工会 

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上海市杨浦区总工会 

上海市杨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总工会 

上海市静安区应急管理局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区属国有（集体）企业工会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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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总工会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总工会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总工会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总工会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总工会 

上海市青浦区应急管理局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总工会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总工会 

上海市机电工会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环生产部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冶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局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化学工业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务段 

上海中远海运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客服运营支撑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网络维护中心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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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士客车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现代物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四、 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个人”（共 90名） 

李  虎  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李  刚  赫比（上海）家用电器产品有限公司 

龚忠静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赵玉华  上海汇成（集团）有限公司 

唐媛媛  上海西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胡晋阳  上海市长宁区医务工会 

朱祯祺  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王一悟  上海东旺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 

郁宇娟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北外滩街道办事处 

戴  洁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嘉兴路街道办事处 

徐  兵  上海杨浦园林绿化建设养护有限责任公司 

杨碧萍  上海中原护理院 

毛  伟  上海市黄浦区半凇园路街道总工会 

严文洁  上海新新（集团）有限公司 

王  睿  上海市静安区应急管理局 

张伟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大宁路街道办事处 

陆  伟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总工会 

吴永强  上海联达物流有限公司 

李  红  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 

张彩萍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总工会 

王丹凤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总工会 

陈  斌  上海嘉定工业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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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祯  上海市嘉定区总工会 

殷  力  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周春妹  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苏  渊  上海市松江区应急管理局 

葛爱芳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总工会 

陆海空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安全管理事务中心 

陶  燕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总工会 

宋卫峰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陆  静  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张  勇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陈峻岭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赵益明  上海仪电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陈  耀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文臻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李东华  上海德福伦化纤有限公司 

李天剑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 

翟  元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 

杜英宏  上海电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俊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陆志君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用事业部 

宋  哲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张建民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冯  骊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徐飞飞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曹  蕾  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 

施健东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佳鹏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气东输管道分公司 

鄢继良  上海民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王  伟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陈红亮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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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文元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陶颂华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蔡  勇  锦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沈  兰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诸佩敏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吴炳雷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工务段 

孙志岐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车检修段 

姜  舟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张  鸿  中远海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柴晓丰  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左大为  上海港城危险品物流有限公司 

徐国利  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资产经营事业部 

沈燕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机要通信局 

李亦亦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杨浦区分公司 

叶颖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 

高诗颖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上海市委员会 

唐  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信息网络部 

俞剑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应急通信局 

王剑春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徐妙锦  中交三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周  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李明助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陈  越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  兵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郝国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向广旭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蔡玮鸣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夏俊杰  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石  峰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汽车运输处有限公司 

徐  佳  上海迅翔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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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峰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翟  勇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赵  捷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  魁  上海德昂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刘  强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张嘉俊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王江南  上海浦东公路养护建设有限公司 

张  博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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