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单位 班组名称

1 嘉定区行政服务中心 综合服务青年志愿服务队

2 上海市青浦区水务局 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3 上海熙香艺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智慧事业部进博组

4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
服务部

臻情飞燕班组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崇明分公司

长兴岛营业厅

6 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 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一组

7 上海市第三康复医院 疫苗接种组

8 上海市颛桥寝园 业务组

9 上海新世纪房产服务有限公司 洋山四期物业管理处

10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行政事务部

11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馨悦班组

12 上海新丸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新世界大丸百货服务台

13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新冠病房麻醉组

14 上海电力医院 心律失常规范诊疗先锋队

15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先锋班组

1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黄
浦区分公司

外滩邮政支局

17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
心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综合服务窗口

18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投诉举报与应急处置科

19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杨
浦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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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电信帐务中心

天翼飓风班组

21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拓展型教学青年团队

22 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失智照料中心护理二组

23 商客通尚景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

尚景研发运营团队

24 上海卫事康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管理处

25 上海卫事康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管理处

26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足球场项目部

27 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顾
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服务直通站

2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客户
服务中心

上海电信10000号网络客服视频客服二班

29 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8号线大世界站

30 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大队

三中队

31 嘉定区第一社会福利院 认知症照护班组

32 上海市长宁区人才服务中心 人才服务中心

33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前滩世贸管理中心二期服务团队

34 上海市公安局法制总队 七支队

35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办公中心项目服务团队

36 上海市红十字儿童医院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

37 徐汇区吴兴消防救援站 灭火救援一班

38 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部

39 上海浦江排筏综合养护合作公司 吕家浜河道保洁班组

40 上海嘉定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发展中心

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新建工程项目组

41 上海卫事康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管理处



42 上海市龙华殡仪馆 礼厅服务组

43 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参观接待班组

44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空保
管理部

蓝盾驰骋巾帼班组

45 上海源迪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调度中心新媒体运营受理班组

46 上海电信公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部

47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委员会

客服中心特殊服务班组

4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客服质监部服务管理处

49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
服务部

客舱部重保服务精英组

50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客舱部乘务一部一分部

51 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科技信息科

52 上海申大物业有限公司 晶秀坊物业服务中心

53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进博现场1号医疗站团队

54 上海欧坚网络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进博E关务

55 上海锦江商旅汽车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锦江商旅晟碟班组

56 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健康管理班组

57 上海宏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垃圾运输车队

58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检验科PCR专业组

59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检验科

60 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虹桥
分公司

机动班

61 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花博会园区物业服务团队

6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普
陀区分公司

沪太邮政支局营业组

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
桥商务区支行

虹桥会展中心支行



64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站

虹桥“心尚”服务工班

6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核心网网管小组

66 上海市肺科医院 核化应急救援队

6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才服务中心 海外人才服务部

68 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上荟名都物业管理处

69 上海光明领鲜物流有限公司 光服务保障青年突击队

70 上海市血液中心 供血科

71 上海英佩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公园门口服务班组

72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场区（交通）管理部

公共交通管理科“翔路组”

73 上海燃气市北销售有限公司 工业办事处巡检组

74 东湖集团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工商银行数据中心管理处会务组

75 上海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港口科驻点

76 上海市胸科医院 服务进博志愿服务队

77 上海青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服务进博会党群示范岗

78 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奉贤博物馆物业服务中心

79 上海城开商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枫林国际中心管理处

80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发热门诊

81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
局

第四税务所青年先锋队

82 华东医院 第四届进博会医疗保障组

83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青浦供电公
司

大客户经理一班

84 上海市锦诚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
司

船务部

85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出租租赁汽车科



86 上海泰华康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崇明分公司

宝岛森林（衡山）酒店

87 上药医疗供应链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SPD业务部

88 上海立章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71路中运量保洁班组

89 上海巴士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71路早班方进班组

90 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49路夜班班组

91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1号线上海南站站

92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16号线滴水湖站

93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 “甄·爱”工作室

94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向阳花”客服团队

95 共青团闵行区华漕镇委员会 “前湾出发”青年志愿服务队

96 书香门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服务”铺装一组

97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沪港机场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蓝馨岗”问询班组

98 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 “金剑”青年突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