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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闵行区劳动关系和谐园区 （村、楼宇）
闵行区职工信赖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名单公示
根据闵行区委、区政府 《关于进一步推进闵行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的工作意见》（闵委办 ［2010］ 24 号）、《2017 年闵行区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
实施意见》（闵委办 ［2017］ 11 号） 的要求，经过组织发动、自主申报、实地测评、区级评审等程序后，2017 年度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闵行区
劳动关系和谐园区 （村、楼宇）、闵行区职工信赖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创建工作已进入公示命名阶段。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现将 281 家上海市和谐
劳动关系达标企业、5 家闵行区劳动关系和谐园区 （村、楼宇） 和 31 名职工信赖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名单予以公示 （名单附后），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职工监
督。如有意见和建议，请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内向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厂务公开） 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联系地址：闵行区莘建路 300 号 306 室
邮编：201199
公示时间：2018 年 1 月 12 日-1 月 21 日
举报电话：64149018
传真：64121459
闵行区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厂务公开）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2 日

2017 年度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公示名单（281 家）
浦江镇
上海申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依珂帐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华东光电（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天隆航天紧固件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星龙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浦江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耀华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上海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春戈玻璃有限公司
上海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威宁整形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鲁汇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角一高分子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鲁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石垣角一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有线电厂有限公司
上海杰富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山高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科致电气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及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安凯精密金属零件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灵工具厂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上海闵行有限公司
上海胜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娃哈哈饮用水有限公司
上海四达丝绸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沪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吴泾镇
上海广得利胶囊有限公司
上海森马服饰有限公司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吴泾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佳龙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寰创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原集团胜德塑料有限公司
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
衣恋时装（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跃菱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聚焦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广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广为美线电源电器有限公司
马桥镇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
上海紫华企业有限公司
罗宾斯（上海）地下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华银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旗忠汽车服务公司

上海申菱钢结构有限公司
上海星星肠衣有限公司
上海南华兰陵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南华兰陵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旗忠森林体育城经济园区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康美国际生化有限公司
颛桥镇
上海星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互邦智能康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闵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自强五金灯具厂
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贺加欣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高诚创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裕泰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交大南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亿力电器有限公司
阿鲁克幕墙门窗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太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法麦凯尼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益达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紫源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赐方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永裕塑胶有限公司
梅陇镇
上海百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杼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众欣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协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公司
上海安兴汇东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森田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洁诺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翔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汇谷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龙华素斋禅悦食品有限公司
伟巴斯特车顶供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进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良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上海戈冉泊精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车沟实业公司
上海尚泰环保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华良实业公司
上海菲豪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行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
上海强生常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溪翔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上海梅陇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梅南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泽兴电子器件饰品有限公司
上海协昌霍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越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天海电子有限公司
纪和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承广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埃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英祺精密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上海欣梅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友谊南方商城有限公司
上海斗品膳食品有限公司
莘庄镇
上海嘉士园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高手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闵行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上海良相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仲盛世界商城管理有限公司
日精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景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爱发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莘城环卫有限公司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瀚氏模具成型有限公司
上海市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申闵公路养护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同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元一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神洲绿化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恒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樱花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七宝镇
上海哗暖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万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沪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七宝商城
上海七宝商城农副产品综合交易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伊夫曼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力国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宝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七宝电气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智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华海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七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静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联明实业总公司
上海七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冠亚制衣有限公司
上海宝利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七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注塑成型有限公司
上海泓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七宝古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龙实业有限公司
虹桥镇
上海锦虹实业合作公司
上海虹西实业公司
上海灿虹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外商投资实业公司
上海乐扣乐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虹欣欧凯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华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利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实业公司
上海虹欣实业公司
上海上虹实业公司
上海振宏实业合作公司
上海明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太平洋虹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井亭实业公司
上海新桥实业公司
上海红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老外街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先锋实业公司
华漕镇
上海繁兴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宁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澳翔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世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信恳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永丰热镀锌有限公司
上海吉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上海精群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上海雷盾门业有限公司
上海豪格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上海燎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成丰线缆有限公司
凯镭思通讯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虹德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坤竺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中达气门嘴有限公司
上海惠桑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川路街道
上海上电电容器有限公司
上海世达尔现代农机有限公司
上海鑫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江川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凯源电站设备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诺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精工模塑有限公司
上海妮姬时装有限公司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机雨刮系统有限公司

ABB 高压电机有限公司
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
易普森工业炉（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闵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添禧餐饮有限公司
威廉臣配料(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闵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培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属结构厂有限公司
上海吉田拉链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古美路街道
上海世纪联华超市闵行龙茗有限公司
上海禾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工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虹街道
上海阀门二厂有限公司
上海先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新虹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其胜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浦锦街道
上海德也篷房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侨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新发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鸿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鸿耀酒店分公司
上海上房园艺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陈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莘庄工业区
上海汇众萨克斯减振器有限公司
大金氟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爱鸥自动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阿尔斯通交通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闵工市政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锦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松井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大洲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思源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上海臼井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大阳日酸气体有限公司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川田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实达精密不锈钢有限公司
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华光电内窥镜有限公司
电气硝子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锦虎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闵行区劳动关系和谐园区（村、
楼宇）/行业公示名单（5 家）
AAA

华漕镇许浦村 景联路工业园区 上海梅夏大厦

AA

上海鑫桥文化创意园区

A

吴泾镇新建村

2017 年度闵行区职工信赖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公示名单（31 人）
浦江镇

梅陇镇

张荣福

上海瀚氏模具成型有限公司

王 琳

上海耀华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翁晓彦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公司

李 尉

上海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潘建冈

上海品谷食品有限公司

徐善庆

上海协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七宝镇

刘宁琪

上海威宁整形制品有限公司

方建锋

上海良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刘 静

吴泾镇

莘庄镇

蒋 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贾辰炀

上海嘉士园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周洪才

上海跃菱电梯有限公司

侯振华

上海联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马桥镇
顾 韧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漕镇
张世珏

上海吉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江川路街道

刘 钢

上海拓璞数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莘庄工业区

汪 彧

上海先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胡仲安

上海阀门工厂有限公司

姜 平

上海臼井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虹桥镇

张水清

爱鸥自动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王晓丽

上海虹欣欧凯家居有限公司

徐羕儿

上海实达精密不锈钢有限公司

岳 扬

上海虹欣欧凯家居有限公司

孙立宏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新虹街道

曾正明

爱发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邵建明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蒋丽霞

上海其胜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陈晓群

上海良相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方 震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黄宝明

上海新虹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SON HYO DONG

上海乐扣乐扣贸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