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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沪工总权〔2018〕75 号

关于表彰 2016~2017 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
（上海赛区）优胜单位、优秀班组、优秀组织
单位、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区局（产业）工会、各区安全监管局、各局（集团公司、总公
司）
，各有关单位：
2016~2017 年度，本市“安康杯”竞赛活动分别以“教育培
训强基础，隐患排查保安康”“安全培训提素质，班组管理强基
础”为主题，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
，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坚持“底线”
思维和安全发展理念，不断丰富竞赛内容、拓展竞赛内涵、创新
竞赛形式。各参赛单位在竞赛中坚持做好“安康杯”竞赛的“规
定动作”
，针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环节，认真设计、策划
“自选动作”
，切实解决和改善了本单位安全生产的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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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本市“安康杯”竞赛活动，提升安康理念、弘扬
安康精神、激励安康先进，经研究决定，对在 2016~2017 年度“安
康杯”竞赛活动中获得优胜单位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授予上海
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司等 178 家单位为“2016~2017 年
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单位”称号；授予上海
之合玻璃钢有限公司行政部等 107 个班组为“2016~2017 年度全
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班组”称号；授予上海浦东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 18 家单位为“2016~2017 年度全国‘安
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组织单位”称号；授予菲尼萨光电
通讯（上海）有限公司胡波等 58 名同志为“2016~2017 年度全国
‘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职工，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不断
推进本市“安康杯”竞赛发挥更大的作用。本市各参赛单位要认真
学习先进经验，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切实保障职工的生命安
全和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先进名单

上海市总工会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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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先进名单
一、 上海赛区“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共 178 家）
上海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茂电磁线有限公司
上海吉龙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新智德精密零件（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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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老南汇通信设备维护有限公司
上海新徐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达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
上海徐房建筑实业公司
上海金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圣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上海万宏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永达市政建设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同仁医院
上海正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上海昆仑新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卫百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园林绿化建设养护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兴桥盛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凌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沪光变压器有限公司
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房产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新静安（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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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置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梅龙镇酒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日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环宇消防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城发集团环卫作业一分公司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上海科明传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派克汉尼汾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万事红燃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北部汽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培通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中田经济发展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电气设备安装工程分公司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源电站设备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金丰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凯斯国际汽车用品博览有限公司
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飞利浦灯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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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尼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东洋佳嘉（上海）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三牛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炼安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排海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沪杭路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联重科桩工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华美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日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东色日化有限公司
金博（上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晨冠乳业有限公司
上海今昌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莹特菲勒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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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阳钢管有限公司
上海德惠特种风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自来水公司
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通汎 球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元一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纺联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万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
上海闸北发电厂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嘉定供电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松江供电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上海市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奉贤供电公司
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建筑工程公司
上海电力机械厂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储运一部
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上海白玉兰烟草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巴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
上海化学工业区中法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
上海新华传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上海直属库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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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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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良友新港储运有限公司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上海吴泾冷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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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优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海运海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船舶供应公司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机要通信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松江区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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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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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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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温州救助基地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
上海航道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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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分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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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小官庄铁矿
上海市堤防（泵闸）设施管理处
上海强生物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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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交投场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水上旅游有限公司
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心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青草沙原水厂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天马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岸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人才有限公司
上海徐汇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兴双诚隧道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沪）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建设公司（沪）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上海赛区“安康杯”竞赛优秀班组（共 107 个）
上海之合玻璃钢有限公司行政部
上海浦东金环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动力班组
上海扬航水陆综合养护有限公司九段沙驾驶班组
上海紫晶实业有限公司光大保洁部
上海美罗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安保班组
北京埃顿酒店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驻上汽大众保安队
上海标准海菱缝制机械有限公司产品总装部第一小组
上海万宏印刷有限公司气泡袋班组
上海汇金百货虹桥有限公司行政班组
上海西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清运大卡班
上海宝岛药业有限公司东方明珠班组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白玉路曹家村旧改地块综合开发
装饰项目部
上海普陀市政建设养护有限公司工务科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审定中心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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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洋船员劳务有限公司“神华 516”轮
上海市虹口区市容建设公司渣土运输车队（班组）
上海健尔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朱国琴管理项目部
上海市总工会沪东工人文化宫物业管理部
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中心（班组）
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护
理组
上海同乐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
上海新七浦实业有限公司保安部班组
上海立新电线电缆厂有限公司储运组
上海仲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友谊班组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班组）
上海日之升科技有限公司制造部 A 班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装配班组
上海跃菱电梯有限公司生产部第五分队
上海宜瓷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研磨组
上海疁 城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清运班组
上海迎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清扫组
上海汽车齿轮一厂总成装配班组
上海西上海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客运车队（班组）
上海东大聚氨酯有限公司聚羧酸减水剂事业部（班组）
上海亚太国际蔬菜有限公司标签组
上海西川密封件有限公司制造部生产 2 课班组
春保森拉天时钨钢（上海）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班组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焊装配车间电焊组
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制品一厂枕头车间充毛 23 组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成品仓库外地车发货 A 组
上海珀泰蓝卫浴有限公司木工备料班组
上海申驰实业有限公司装配班组
上海东明玛西尔电动车有限公司电子组装线
上海康允食品有限公司设备维修班组
上海茂迅汽车装饰材料制品有限公司整理二班
上海明珠手套有限公司编织车间机修班组
上海海龙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轨交 15 号线土建工程施工
监理 4 标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漕泾生产运行中心运行乙班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丙烯酸装置甲班
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C2 罐区（班组）
上海德福伦化纤有限公司乙班后纺班组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质量控制科 LIMS 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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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变电（配电）二次运检班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缆分公司电缆五班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水务管理中心 1#水处
理联合装置纯水一班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腈纶部金阳腈纶联合装
置运转乙班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装配组
上海航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飞奥常规产品线班组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环保卫部监察室四组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烟草储运公司原料物流二部
保质组
上海拖拉机内燃机有限公司“安康杯”安全管理小组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海上风电勘
测项目组
上海市保安服务化学工业区有限公司驻赛科保安中队（班组）
汉高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龙工厂 903-PUR 张燕平班组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保障管理办公室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制造部电装配组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疫苗四室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储运分公司综合管理部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总承包部（班组）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后勤办公室
上海三智汽配实业有限公司线束三车间班组
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供气管理部临港首站操作组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热控专业班组
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LOMETO”轮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萧县官山风电场运维班组
上海轻工环境保护压力容器监测总站环境检测部班组
绿地控股集团江西房地产事业部曹阳中心项目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工务大修段桥梁大修车间
五工班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务段“周恩来号”机车
组
中远海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大厦项目建设管理
团队（班组）
上海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航修一号班组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安全监督室
上海邮政实业开发总公司上海邮电大厦商务酒店客房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奉贤分公司局房维护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松江分公司建设客响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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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区电信局卢湾综合维护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电信局白鹤分局营维渠道班
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网络管理中心网络
监管处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石化（香港）洋浦
油库码头工程项目经理部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档案管理中心档案管理科
上海市地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青浦区练塘镇市级土地整治项
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港城广场建设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黄浦江沿岸 E10 单
元 E04-4 地块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华泰金融大厦项目部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姚桥煤矿采煤二队生产三班
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漕宝停车场管理分公司第二
停车场管理班组
上海中心大厦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班
组）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构件班组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特殊施工分公司项目一部
上海朴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质量部
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装配部
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
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工程和配套管理中心工程管理科
上海市中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站停车库管理班组
上海市崇明区公路管理所乡道管理科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沪）嘉定新城 F04-2 地块商住
办项目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轨道交通 14 号线 2
标项目经理部
三、 上海赛区“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共 18 家）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总工会
上海市徐汇区总工会
上海九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上海市虹口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工会
上海市静安区总工会
上海静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 10 —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总工会
上海嘉定工业区总工会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总工会
上海市青浦区总工会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总工会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总工会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
四、 上海赛区“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共 58 名）
胡 波 菲尼萨光电通讯（上海）有限公司
周 超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乔 林 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
龚忠静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张伟丽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程家桥街道办事处
邹怡佳 上海长宁教育企业总公司
邵申伯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王锦连 上海市虹口区民防办公室
汪 敏 上海虹房（集团）有限公司
徐建标 上海星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金康 上海市总工会沪东工人文化宫
王海平 上海卢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杨海川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陈志霞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天目西路街道办事处
王企旸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卫佳雯 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
孙 洁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总工会
黄宝明 上海新虹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朱 伟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总工会
边雪莱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总工会
翁引明 上海市金山区总工会
丁 璇 上海市松江区总工会
谢友国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安全监督检查管理事务所
季彩华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总工会
周亚民 上海西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胡 嘉 上海市奉贤区总工会
钟天龙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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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东
施洪昌
拜孝林
陈 耀
周永刚
谢志明
王开月
沈俊涛
刘 岚
傅建国
刘宜春
周慈伟
蒋为挺
张志刚
任伟峰
陈 锋
王耀光
吴 春
郑 煜
步 彤
陆如新
郭亚东
丁 皓
郭忠良
王 展
高宇隆
戴功良
董育凡
吴 怡
俞雪伟
冯文勇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
上海市崇明区自来水公司
上海电气安全生产监测中心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设计交流中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闸北发电厂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上海化学工业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馆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辰昕礼仪用品服务中心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信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船管部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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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电信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太湖流域管理局综合事业发展中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口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上海申强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
上海城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中建七局（上海）有限公司

抄送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上海市路政局
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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