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30家)

浦东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中心

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

上海市浦东新区观澜小学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川沙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幼保健所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两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南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宏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汇擎机床有限公司

DHL空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通汇汽车零部件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凌桥环保厂有限公司

上海黎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康桥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金鑫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翔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索尼物流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住友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爱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春梅（女）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张 伟 浦东图书馆馆长、党总支书记

陆 慧 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长

黄 宇 浦东新区南汇殡仪馆殡殓组副组长

杨光磊（女） 浦东新区团区委部长

童 伟 浦东新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主任助理

唐少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对外联络局副主任科员

马晓红（女）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杨思派出所民警

祝韶君 浦东公用署供水分所所长

张建斌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副局长

陈正明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度假区驻区机构主任科员

刘 杰（女） 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副主任科员

汪 洋 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八税务所科员

周沈斌 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推进中心科员

杨 波 浦东新区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重大部主任

姜刚昇 浦东新区旅游会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湘君（女） 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科员

赵宝明 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园艺技术推广科副科长

杨建军 浦东新区土地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严国华 浦东新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奚晓芸（女） 浦东新区华高小学教师

祁炜罡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张丽葳（女）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 蕾（女） 浦东新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主任科员

张宇生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工会主席

尧 云 上海陆家嘴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部门负责人

潘亦兵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材料设备中心总经理

黄宗波 上海两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

沈 弘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初中部副主任

朱 茜（女）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裴 旻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森兰置地分公司营销二部总经理

谢震瑜 上海浦东公路养护建设有限公司养护管理部经理

张大伟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

张 旭 上海世纪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顾云丽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苏海庆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修理公司维修工

吴觅修 上海孙桥现代农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伍建平 上海振兴商厦有限公司总社物业部经理

施颖君 电计科技研发（上海）有限公司职员

王 璟 上海国安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李海燕（女） 上海海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曹蔚洁（女） 上海八方实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张卫英（女） 怡海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兼工会副主席

谭林龙 上海浦东新区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带班长

赵红军 上海高桥石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金洁华 上海怡乐食科技食品服务有限公司区域HSE
翟子雯（女） 上海浦东新区同汇幼儿园副园长

徐 悦（女）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张传良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港机居委社工

丁荣照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都市庭院居委职员

何 岩 上海天信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职员

顾建忠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安全生产监察队队长

杨金舟 上海临港新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主管

朱 乾 上海星之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顾 萍（女）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人员

吴其荣 上海华时机电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钱 丽（女） 上海汇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幸福 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康学诗 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驾驶员

朱文莲（女） 上海星申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潘 红（女）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程 毅 浦东新区张江镇华晶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成胜敢 上海杰隆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原路线 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工程师

孙华明 浦东新区合庆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

朱振忠 浦东新区唐镇绿波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叶德霖 上海同耀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

韩付合 上海庆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生产班长

高 建 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戴 明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

张晓平 上海浦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线职工

章德清 浦东新区康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张 东 上海公元建材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职工

余宣进 上海巢安电气有限公司司机兼采购

谢宝富 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俞 玲（女） 上海新场古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燕敏（女） 浦东新区宣桥镇三灶居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陈建彬 上海彩虹房地产有限公司工程师

季金弟 上海爽快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嵇仙伟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生龙 上海泥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经理

陈 平 浦东新区大团镇赵桥村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瞿宝林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孙传华（女） 三运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建国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部长

李红光 上海东方久信集团有限公司车队负责人

贺 强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杨广生 丰益(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丁照望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程 强 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

金丽朵（女） 上海金桥开发园区总工会副主席

陈佳春（女） 康宁（上海）有限公司质量协调员

于 丹（女） 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专员

陈加友 上海中兴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

杨建国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高级电焊工

焦 春（女） 施耐德(上海)电器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职员

顾伟军 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科长

邱现成 上海康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队长

夏旭彪 万向钱潮（上海）汽车系统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陈新坡 茂德传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工段长

根据浦东新区总工会《关于做好 201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

五一劳动奖推荐评选的通知》精神，经基层推荐，征求有关部

门意见后，产生 2016 年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 30
家、区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100 名、区工人先锋号候选集体 60
家。

现将候选对象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4月18日-4月22日止。

自公示之日起，对候选对象有异议的可与浦东新区总工会

基层工作部联系。

电话：68547717

传真：68547717
联系地址：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C幢108室

邮编：200135
浦东新区总工会
2016年4月18日

2016年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状（章）
工人先锋号候选对象公示

2016年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100名)

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浦东新区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殡仪馆殡殓服务组

浦东新区统计普查中心监督检查科

上海欣海报关有限公司洋山分公司保税港区部

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体育组

浦东新区看守所女子中队

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受理二科

浦东新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办公室

浦东新区陆家嘴城市管理署绿化环卫管理科

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土地综合计划处

上海市浦东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室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

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八税务所调查评估组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居住产品发展中心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土地部

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市场服务三部

上海浦东新区东宝市政实业有限公司吴根章周雷青劳模创新工作室

上海永安劳务管理中心安置管理部

上海临港新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81路

上海南汇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上海浦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部营业部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材料事业部芳纶项目组

马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班组

上海君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咨询部

上海昀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上海冠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精工车间

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桥隧检测中心

上海怡乐食科技食品服务有限公司博世餐厅团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办世纪星证大幼稚园小班教研组

上海东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水电班组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关系协管队

上海邮佳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邮佳后勤班组

上海航新航宇机械技术有限公司航空电气维修组

上海通汇汽车维修零部件配送有限公司PDC项目配货组

上海联明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浦东新区城管张江中队审理窗口

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三违”整治办公室

上海海马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海马研发SE00项目组

上海恩艾思电气有限公司电气安装一组

中华中石化上海东方石化储运有限公司生产班组

上海都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点数班组

上海三林环境卫生有限公司世博家园清运组

上海浦东金环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组

浦东新区康桥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室

上海浦东江南村镇银行会计运行

浦东新区航头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服务组

上海博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卡部

上海麦优食品有限公司面团车间

上海卓杰服饰有限公司样品研发部

上海固特机械有限公司模具车间

浦东新区大团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安全生产监察队监察组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GC-16飞越施工

项目部

上海亮锋物流有限公司客服部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NEC业务线硬件部

赫比（上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家用电器研发组

上海艾铭思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座椅记忆控制模块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膜2线甲班

2016年浦东新区工人先锋号候选集体(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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