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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状（章）
工人先锋号候选对象公示
根据浦东新区总工会《关于推荐评选 2019 年上海市、
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和工
人先锋号的通知》精神，
经基层推荐，
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
产生 2019 年浦东新区五
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 35 家、
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105 名、
浦东新区工人先
锋号候选集体 60 个。
现将候选对象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 4 月 15 日-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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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0115116 传真：
021*68545213
联系地址：
浦东新区东绣路 1229 号南楼 4 层
邮编：
200127
浦东新区总工会
2019 年 4 月 15 日

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35 家）
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国家统计局浦东调查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业网点管理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商业信息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
上海陆家嘴市政绿化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泰欣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寒武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第二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金环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强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赋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兆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村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中移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海关
上海长顺电梯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希望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宁体育（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艺术设计博览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105 名）
宋 成
包景宇
盛丹丹（女）
曹 洁（女）
张俊燕（女）
朱 雁
吴梦影（女）
诸熤瑞
蔡志刚
施丹峰
谢才明
李百艳（女）
康肖华
刘文轩
王兴汉
傅 欣（女）
倪卫忠
卢志华（女）
褚震洲
宁忠平
严 竣
管 莉（女）
夏 兵
陆李红（女）
王 平
胡 习
陈国庆
刘 刚
徐 清（女）
胡静彦（女）
尹惠华（女）
周 坤
高志洁（女）
徐锦飞
梁尚智
张瑞祥

浦东新区国家安全局主任科员
区级机关党工委主任科员
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主任科员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科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副处调研员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委员会
（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科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中心工程师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推进中心工程师
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主任科员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校长兼书记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主任科员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政工程建设事务中心工程建设部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征管处处长
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大队长
浦东新区城道中心计划科科长
浦东新区水闸管理署科长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科主任
浦东新区土地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浦东市场监管局陆家嘴市场监管所所长
浦东市场监管局花木市场监管所所长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保税区税务局科长
上海市公安局自贸区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开发事业一部总经理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浦软汇智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总经理
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市浦东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上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绿化部副经理
上海临港新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修理工

顾祝峰
周国华
潘 安
姜正谙（女）
马瑜欢（女）
周君尹
陈安娜（女）
王映丞
孙叶伦
孔庆泽
陈 彤
王 燕（女）
巫蔚薇（女）
娄坚璞
蒋冬梅（女）
黄倩倩（女）
王婷婷（女）
张 倩（女）
朱 清
陈 俊
沈柏清
季洪军
周卫民
张继军
陈宇荛（女）
刘娜娜（女）
毕 荣（女）
杨晓燕（女）
黄 佳（女）
庄力华
唐建华
王 勇
金 雯（女）
刘 敏（女）

上海南汇自来水有限公司惠南水厂机修车间主管
上海南汇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部门副经理
上海振兴商厦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
上海浦东新区人才市场招聘部业务主管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报批主管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客服部总经理助理
上海东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规划管理部设计主管
西门子歌美飒再生能源（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线班组长
上海百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恩可埃认证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行政部长、对外事务总监
上海浦东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副行长
花木街道联洋社区管理中心社区党委书记
上海互联网软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上海邦得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金桥湾居委居委书记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工会主席、党总支副书记
南码头路街道东方二期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小区联合工会主席
上海信建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东明路街道凌十五居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区技术副总经理
上海临港供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厂设备主管
明珠富想川沙（上海）民宿文化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上海赛飞航空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上海奇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主管
曹路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城运中心热线平台负责人
张江镇环东中心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工会主席
上海富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文化服务中心绒绣师
上海森松化工成套装备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

夏 蔚（女）
王忆茹（女）
高海娜（女）
王玉娥（女）
曹金韡
接 莉（女）
盛丽萍（女）
许晓华
周 杰
殷亚东
李付忠
潘建英（女）
周惠华（女）
俞丽华（女）
孙 慧（女）
乔飒英（女）
杨 俊
王 佳（女）
解媛媛（女）
倪文倩（女）
潘小霞（女）
张 勇
张为峰
马 亮
武雷雷
张宪恕
李国栋
沈育中
赫 伟
王松林
王仰东

上海住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务
三林镇世博家园第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上海怡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人事经理
浦东新区康桥镇人民政府科长
上海澳星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员
上海老南汇通信设备维护有限公司后勤主管
新场镇新南村党总支书记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上海凯密特尔化学品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
慧南创业孵化器（上海）有限公司经理
上海赋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集体资产管理事务中心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镇南村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泥城镇彭庙村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主任
上海康泥船舶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
上海伟佳家具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上海群志光电有限公司经理、工会主席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课长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审计师
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有限公司一中心主任
上海理光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工人
上海航空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中移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门负责人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部副经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瑞德肝脏疾病研究（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科研助理
上海东驰汽车有限公司车间副经理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创新工程师
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世博分中心一线职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科技管理部主任
李 红（女） 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厨师长
陶艳琴（女） 洋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主任科员
杨伟亮
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大客户四部）公司业务管理经理
施 磊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质量与开发总监

浦东新区工人先锋号候选集体（60 个）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监督管理室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研究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气象局浦东新区气象台
上海金桥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安监大队五中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法律事务部
上海市川沙中学新疆部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队一队（重案）机动探组
浦东新区航务管理署杨思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农业科技培训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绿化路容科
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处
浦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康桥市场监管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十三税务所
上海市公安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外高桥保税区治安派出所
上海陆家嘴东安实业有限公司稳定部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张江人工智能岛创新服务团队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博会派驻小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
上海全行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清关部

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19 路
上海孙桥现代农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工作小组
上海致力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养护部
上海浦港市政绿化养护管理有限公司临港地区主城区市政基础设施
市政养护项目部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上海劳动法团队
上海至诚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浦东机场项目部
上海统帅建筑装潢有限公司统帅水电
上海海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客服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街道广洋养老院护理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银桥居委会银桥居委班组
上海东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电梯安装部汪东班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昌里养老院养老医疗护理部
东和恩泰热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组装（1）班
上海皇廷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
DHL 空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作业突击队
上海恒信和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银桥大厦保安队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
上海元易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勘察设计所
佰思德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人事部

上海浦东康南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应急作业班组
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创先锋组
上海新上化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腹膜透析用 PVC 压延膜班组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杜龙工作室
上海惠欣市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保洁班组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义务消防队
久江控股集团有限公财务服务中心
上海斯特克沃森重工设备有限公司结构车间
福益精密模塑（上海）有限公司自动化部门
上海雅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静唐路仓库小组
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大智慧财汇企业预警通团队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班组
上海瑞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电气设计班组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控制算法研发班组
飞利浦超声（上海）有限公司 3D 探头项目组
上海金仕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世博中队
上海汇丽-塔格板材有限公司项目技术组
上海汇宝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