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52012年2月15日专版 编辑：沈俊

投稿：shenjun12369@126.com

纳税 100 万元以上

中共崇明县工业园区工作委员会中共崇明县工业园区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二二○○一二年二月十五日一二年二月十五日

经中共崇明县工业园区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下列224家纳税大户在2011年度作出的重大贡献予以表彰：

崇明工业园区2011年度百万元纳税大户

光 荣 榜

上海分众德峰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分众德峰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兖矿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兖矿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东旺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东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建设上海崇明建设（（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浦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浦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普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普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天德建设上海天德建设（（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鹏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扬子江建设上海扬子江建设（（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建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建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互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互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明昕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明昕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春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春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弘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弘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佳安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佳安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龙赛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龙赛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龙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海龙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舜恒建设有限公司上海舜恒建设有限公司
泰升建设工程泰升建设工程（（上海上海））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金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金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百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百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住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住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丁晓静丁晓静
陈长春陈长春
郑建国郑建国
仇鼎良仇鼎良
陈炳良陈炳良
史永美史永美
蒋松荣蒋松荣
戴腊生戴腊生
姜姜 雷雷
杜锦豪杜锦豪
陈伟峰陈伟峰
赵赵 婷婷
张富根张富根
庄文华庄文华
黄国飞黄国飞
施跃鸣施跃鸣
张光剑张光剑
曹栋胜曹栋胜
潘佩聪潘佩聪
吴中枏吴中枏
姜林锋姜林锋
陆国荣陆国荣
朱建林朱建林
黎德正黎德正
严进超严进超
姜姜 啸啸
陈旭林陈旭林

上海市建设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上海市建设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叠加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叠加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自然美生物医学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美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上海龙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龙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宏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宏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海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海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申能众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申能众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百世建设百世建设（（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外滩画报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外滩画报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丹青创艺设计咨询丹青创艺设计咨询（（上海上海））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好耶趋势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好耶趋势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安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金安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运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运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杨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杨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仁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仁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亚繁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亚繁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篱笆广告有限公司上海篱笆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麦考林购物有限公司上海麦考林购物有限公司
上海迈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上海迈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览海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览海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
上海远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远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施云飞施云飞
王礼俊王礼俊
李晋昭李晋昭
史佩浩史佩浩
龚龚 伟伟
季广新季广新
陶松岳陶松岳
彭彭 建建
易建国易建国
田海波田海波
邱新华邱新华

纳税300万元以上

上海爱温汽车冷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爱温汽车冷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濑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濑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中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弘浩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弘浩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创霖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创霖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建津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建津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高雅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上海高雅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浦明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上海浦明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顺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顺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振浩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振浩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悦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悦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贻电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华贻电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陆物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陆物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冀冶机电设备安装维修有限公司上海冀冶机电设备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都城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世纪都城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哥德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哥德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亚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亚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盛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盛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港南机电设备上海港南机电设备（（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春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春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上海崇明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上海利恩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上海利恩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上海马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马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岛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宝岛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汇良锻造有限公司上海汇良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天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天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崇明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蓝江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蓝江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图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图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新业锅炉高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业锅炉高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盛玄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盛玄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无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无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华胜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华胜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雍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雍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浩良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浩良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好耶投资管理服务部上海好耶投资管理服务部（（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朱超杰朱超杰
赵志忠赵志忠
李明达李明达
江建明江建明
王祥林王祥林
施洪飞施洪飞
李伏儿李伏儿
程焕森程焕森
王黎琳王黎琳
陈百水陈百水
陈保平陈保平
顾敏琛顾敏琛
伊腾芳晃伊腾芳晃
张张 伟伟
陈陈 怡怡
刘乃庆刘乃庆
陈宝书陈宝书
陆陆 贤贤
钮也仿钮也仿
张张 丹丹
陈陈 江江
张国华张国华
徐徐 懿懿
张惠琴张惠琴
密春雷密春雷
陈建卫陈建卫

纳税人名称 法人代表

纳税 1000万元以上
纳税人名称 法人代表 纳税人名称 法人代表

纳税500万元以上

李华英李华英
郑建国郑建国
狄炜量狄炜量
朱振华朱振华
丁晓静丁晓静
黄理辉黄理辉
龚爱萍龚爱萍
易建国易建国
杨祝平杨祝平
李岩松李岩松
黄炳辉黄炳辉
丁晓静丁晓静
顾黎彬顾黎彬
陈忠卫陈忠卫
卢华国卢华国
傅广平傅广平
严进超严进超
施益斌施益斌
董士超董士超
沈建良沈建良
仇瑜峰仇瑜峰
王凌云王凌云
耿桂明耿桂明
钱冠军钱冠军
毛毛 军军
马国其马国其
慈慈 荣荣
陆陆 贤贤
沈龙星沈龙星
密伯元密伯元
狄炜量狄炜量
范本忠范本忠
朱玲玲朱玲玲
刘建春刘建春
薛进栋薛进栋
吴吴 滨滨
陆陆 敏敏
刘乃庆刘乃庆
陆陆 浩浩
朱海龙朱海龙

纳税 200万元以上

朱海龙朱海龙
范生泉范生泉
江以元江以元
王宏军王宏军
李汉谷李汉谷
孙德军孙德军
李李 涛涛
邵长海邵长海
龙龙 志志
陈陈 健健
余余 爽爽
王者洪王者洪
姚忠培姚忠培
张伟国张伟国
王艳灏王艳灏

上海荣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荣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港怡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港怡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明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明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永利输送系统有限公司上海永利输送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煌煌砼制品有限公司上海煌煌砼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新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瑞孚管路系统有限公司上海瑞孚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乐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乐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高雅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高雅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海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颂祥物流有限公司上海颂祥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龙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龙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生特瑞建设有限公司上海生特瑞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兴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兴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超输变电器材有限公司上海中超输变电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容盟软件有限公司上海微创容盟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中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上海中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争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争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向明轴承有限公司上海向明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兴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兴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明嬴电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明嬴电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奏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奏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澳锰科贸有限公司上海澳锰科贸有限公司
上海安投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上海安投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新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新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祥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祥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兴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兴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美太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美太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松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松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天霞曹天霞
汤宝龙汤宝龙
胡胡 凡凡
秦秦 伟伟
陈伟达陈伟达
姚姚 阳阳
陆陆 浩浩
谢卫兴谢卫兴
施利东施利东
尹大志尹大志
施施 挺挺
邵贤君邵贤君
郑元骅郑元骅
张新华张新华
王建华王建华
施施 斌斌
虞素辉虞素辉
郑万虎郑万虎
陈陈 松松

上海宽通投资管理服务部上海宽通投资管理服务部（（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上海百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百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铭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铭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格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利格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瀛霄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瀛霄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硬石伟业国际市场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北京硬石伟业国际市场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申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申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学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学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旺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旺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信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上海信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韵翔广告有限公司上海韵翔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
上海耀通电子仪表有限公司上海耀通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民港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民港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恒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恒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科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科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成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长成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迈若广告有限公司上海迈若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科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科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嘉仕久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嘉仕久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至中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至中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创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创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振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振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查普门泰勒建筑设计咨询查普门泰勒建筑设计咨询((上海上海))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铭润船舶修理有限公司上海铭润船舶修理有限公司
上海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春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春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兴铨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兴铨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永收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永收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高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高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港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港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美颂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美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网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网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共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共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凯安弱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凯安弱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
上海泓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泓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嘉仕久精密锻造有限公司上海嘉仕久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篱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篱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仪通建设上海仪通建设（（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文丰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文丰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法玛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法玛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亚兴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亚兴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洪宝不锈钢制品厂上海洪宝不锈钢制品厂
上海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远代船务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远代船务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兰沛琪购物有限公司上海兰沛琪购物有限公司
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实验室有限公司上海一分公司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实验室有限公司上海一分公司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新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兴宇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兴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恒祥滩涂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恒祥滩涂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恒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恒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和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和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蓝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蓝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飞隆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飞隆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闵港机械有限公司上海闵港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航辰工程配套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航辰工程配套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济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济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麦塔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海麦塔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铃木电梯起重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铃木电梯起重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荣帝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荣帝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金泰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金泰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鼎实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鼎实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明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明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玉朗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玉朗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隧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隧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三金物流有限公司上海三金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金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金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信诺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信诺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龙赛物流有限公司上海龙赛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商楼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商楼有限公司
上海宝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宝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惟意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惟意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明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上海明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博骜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博骜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大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大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远都机床有限公司上海远都机床有限公司
上海汉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汉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周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大周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冰峰仪表塑料件厂上海冰峰仪表塑料件厂
上海德卡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德卡人才咨询有限公司
塔奥塔奥（（上海上海））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兴锦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兴锦物流有限公司
逸居不动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逸居不动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管道纯净水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管道纯净水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通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通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庞克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庞克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瑞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瑞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浩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浩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恒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恒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驿海建材有限公司上海驿海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安锐盟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安锐盟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慧永人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慧永人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弘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弘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睿豪船务服务中心上海睿豪船务服务中心
上海享乐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享乐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卡迪夫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卡迪夫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裕佳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上海裕佳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张张 弘弘
陈迎宪陈迎宪
魏魏 兵兵
严彩娣严彩娣
祁祁 斌斌
吴吴 勇勇
周洪根周洪根
姚荣启姚荣启

COTTAM MICCOTTAM MIC
黄明星黄明星
周国洪周国洪
陈陈 钢钢
袁袁 立立
吴吴 锦锦
傅蔚骏傅蔚骏
马马 衡衡
吕长城吕长城
胡志伟胡志伟
孙长江孙长江
张起诚张起诚
王志国王志国
王文标王文标
祁丹怡祁丹怡
张国华张国华
姜姜 明明
季美荣季美荣
史洪江史洪江
杨益方杨益方
顾顾 成成
唐耀林唐耀林
桂直阶桂直阶
徐徐 懿懿
陶震东陶震东
张国洋张国洋
刘保存刘保存
杨益方杨益方
徐耀飞徐耀飞
周祖伟周祖伟
洪远富洪远富
朱万平朱万平
张孝达张孝达
徐国平徐国平
陆桂芳陆桂芳
邵凌云邵凌云
陈陈 荣荣
史国华史国华
林林 强强
吴国均吴国均
吴旭辉吴旭辉
倪倪 荣荣
张江海张江海
姜继波姜继波
沈沈 敏敏
黄小芳黄小芳
王胜利王胜利
郁建中郁建中
陈建明陈建明
简简 利利
吴明华吴明华
宋海忠宋海忠
陈陈 鸣鸣
董育平董育平
胡锁民胡锁民
贺龙刚贺龙刚
吴卫海吴卫海
钱学锋钱学锋
邹淑芬邹淑芬
倪倪 忠忠
周周 欢欢
许蓓蓓许蓓蓓
李淑艳李淑艳
陈亨达陈亨达
包承忠包承忠
樊建生樊建生
郭弘稘郭弘稘
蒋可安蒋可安
俞俞 黎黎
黄永祥黄永祥
薄薄 伟伟
刘刘 伟伟
于永芳于永芳
张爱华张爱华
冯冯 超超
王黎琳王黎琳
杨杨 偲偲
陈裕生陈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