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证号 检查方式 检查日期 现场检查人 检查结论 备注

1 上海福音助听器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96号 现场检查 2020-06-30至2020-06-30 桑凯,阮有梓
需进一步调查
(涉嫌违法违

规)
2 上海夫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虹口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32号 现场检查 2020-06-30至2020-06-30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3 上海新维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37号 现场检查 2020-06-30至2020-06-30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4 上海浦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04号[2015-08-25至2020-09-19]<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59号[2015-08-19]
现场检查 2020-06-30至2020-06-30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5 上海安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5号[2016-01-18至2021-01-17]<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05号[2016-01-19]
现场检查 2020-06-30至2020-06-30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6 上海恭汇贸易有限公司四平路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7023号 现场检查 2020-06-30至2020-06-30 李娟,杨波 通过检查

7 上海丹利检验设备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05号[2018-06-08至2020-12-2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61号[2018-06-12]
现场检查 2020-06-29至2020-06-29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8 上海灏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3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9至2020-06-29 赵萌,竺伟 去向不明

9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永青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49016号[2020-06-02至2024-03-05] 现场检查 2020-06-29至2020-06-29 张景茹,黄彬 通过检查

10 上海万芸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08号[2019-12-16至2022-03-0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2002号[2019-12-16]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11 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01号[2018-01-02至2023-01-01]<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01号[2018-01-05]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竺伟,赵萌 通过检查

12 上海北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99号[2020-02-03至2025-02-0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52号[2020-02-03]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13 上海和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19号[2017-06-09至2022-06-08]<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15号[2017-05-03]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14 上海悦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虹口区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0012号[2020-01-13至2024-09-15]<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12号[2020-01-13]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15 上海苍雁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0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陈瑛,胡会群 通过检查

16 美奥正畸（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1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17 上海清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8 上海远之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0024号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19 上海恒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08号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赵萌,竺伟 去向不明

20 上海霖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22号[2017-08-01至2022-07-31]<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27号[2017-08-15]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21 上海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200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8至2020-06-28 金勇,闫筱婷 通过检查

22 上海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车站南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30号[2018-12-17至2023-05-15] 现场检查 2020-06-25至2020-06-25 励佳,张玲智 通过检查

23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3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4 上海颂盛贸易商行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4号[2018-11-26至2023-11-25]<br/>上海

颂盛贸易商行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9027号[2014-12-31]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宋莉丽,沈震宇 通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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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海励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7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26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7 美奥正畸（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1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28 上海家好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虹口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1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29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49011号[2019-10-14至2024-10-13]<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9012号[2017-04-20]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竺伟,赵萌 通过检查

30 上海虹慈大药房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25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刘占卫,张桂萍 去向不明

31 上海美视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桑凯,张玲智
限期整改(无需

现场)

32 上海仁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74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33 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虹口中山北二路分
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703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郭晓露,单鸿宇 通过检查

34 上海帅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08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金勇,闫筱婷 去向不明

35 上海众宜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36 上海医盛经营公司经营部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5001号[2017-01-18至2022-01-17]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金勇,闫筱婷 通过检查

37 上海万胜投资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73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38 上海立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07号[2018-04-23至2023-04-2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09号[2018-04-11]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39 上海灵威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9号[2020-02-03至2021-02-01]<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10号[2020-02-03]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沈震宇,宋莉丽 通过检查

40 润理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14号[2018-09-03至2023-09-0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18号[2018-07-31]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竺伟,赵萌 通过检查

41 上海好信药房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600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42 上海靖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4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43 上海欣国泰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郭晓露,单鸿宇 通过检查

44 东方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45 羽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2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46 上海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水电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6002号[2020-04-20至2021-10-20]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刘占卫,张桂萍 通过检查

47 上海优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001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桑凯,励佳 去向不明

48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车站北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700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阮有梓,朱晓琦 通过检查

49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四川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27号[2019-03-06至2024-03-05]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50 上海世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3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51 上海因特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8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刘占卫,张桂萍 通过检查

52 上海甫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02号[2018-01-29至2023-01-28]<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2006号[2017-12-22]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金勇,闫筱婷 通过检查

53 上海亿仪工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28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54 上海汇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9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刘占卫,张桂萍 通过检查

55 上海医盛经营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5008号[2017-11-23至2022-11-2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2001号[2017-11-23]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金勇,闫筱婷 通过检查



56 上海恭汇贸易有限公司曲阳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7008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57 吾加吾（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22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58 上海龙垚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桑凯,励佳 通过检查

59 上海展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60 上海宏翁商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37号[2017-12-08至2022-12-07]<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25号[2016-03-08]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61 上海裕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03号[2020-06-03至2023-02-0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15号[2020-06-03]
现场检查 2020-06-24至2020-06-24 郭晓露,单鸿宇 通过检查

62 上海嘉立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31号[2016-04-05至2020-12-2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13号[2017-11-15]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63 上海汇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9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刘占卫,张桂萍 通过检查

64 上海晏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13号[2016-11-18至2021-03-13]<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23号[2019-03-08]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65 上海施莆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4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66 上海艾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2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67 上海匠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赵勇,陈瑛 通过检查

68 中质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5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蒋紫莹,杨文权 通过检查

69 上海高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81号[2015-06-11至2020-11-30]<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47号[2015-07-01]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70 上海盈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3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71 上海鱼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72 上海辉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17号[2018-12-25至2023-12-2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22号[2018-12-25]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73 上海联华快客便利有限公司鲁公便利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704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74 上海瑞乐商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99号 现场检查 2020-06-23至2020-06-23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75 上海颐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76 上海伍缘现代杂货有限公司四达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39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77 上海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宝安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30号[2020-04-20至2020-12-15]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78 上海金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16号[2017-05-16至2022-05-15]<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12号[2017-04-06]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王伟忠,沈泉华 通过检查

79 上海林宽眼镜经营部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9号[2017-08-01至2022-07-31]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桑凯,阮有梓 通过检查

80 上海好德便利有限公司山阴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8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81 上海玉露综合经营部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7020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王伟忠,沈泉华 通过检查

82 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茂昌眼镜四川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5001号[2016-11-10至2021-11-09]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83 上海紫益元器件有限公司虹口一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500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杨波,李娟 通过检查

84 上海御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02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李娟,杨波 通过检查



85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欧阳路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16号[2020-04-16至2023-02-05]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86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江杨南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6003号[2019-08-15至2023-09-24]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刘占卫,张桂萍 通过检查

87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八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54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张景茹,黄彬 去向不明

88 上海兴金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06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89 上海金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5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90 上海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杨波,李娟 通过检查

91 上海禾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49020号[2019-06-18至2021-10-07]<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9022号[2014-12-09]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王伟忠,沈泉华 通过检查

92 上海馨圆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2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93 统一超商（上海）便利有限公司同心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701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顾平,翟文辉 通过检查

94 上海帕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4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95 上海永辉云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欧阳路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7019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96 上海联华快客经贸有限公司欧阳路一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7011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97 上海籁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98 上海君可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6号[2016-01-25至2021-01-2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9009号[2014-11-20]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99 上海通茂商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07号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顾平,翟文辉 通过检查

100 巴黎三城光学（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第十六分
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7003号[2017-06-09至2022-06-08] 现场检查 2020-06-22至2020-06-22 施青池,黄彬 通过检查

101 上海伊薇瑷姆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50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翟文辉,宋西江
限期整改(无需

现场)

102 上海凡裕灵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0002号[2020-01-16至2022-10-29]<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02号[2020-01-16]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桑凯,刘占卫 通过检查

103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广灵二
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6006号[2019-07-10至2024-07-09]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104 上海联华超市发展有限公司四平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89号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105 上海润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11号[2017-03-30至2022-03-29]<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11号[2017-03-20]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21 徐磊,翟文辉 去向不明

106 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临平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6001号[2020-05-25至2023-05-15]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107 上海雷允上新虹联药房赤峰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74号[2017-12-19至2022-09-18]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王伟忠,沈泉华 通过检查

108 上海永辉云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邢家桥路分公
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7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109 上海我喜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7号 现场检查 2020-06-19至2020-06-19 宋西江,翟文辉
限期整改(无需

现场)

110 上海会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003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龚国庆,洪卓 通过检查

111 上海嘉荫堂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奎照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601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112 上海利晟道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4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13 上海美晨工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42号[2016-12-01至2021-11-30]<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21号[2016-11-07]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14 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凉城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28号[2019-03-27至2023-04-09]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115 上海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30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16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益康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29号[2019-03-25至2024-03-24]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117 上港船舶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6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18 上海清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1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19 上海籁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20 上海市民大药房有限公司虹口第一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6006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121 上海好药师同天大药房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6005号 现场检查 2020-06-18至2020-06-18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122 东方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1号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陈瑛,赵勇 整改后通过检
查

123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伊敏河路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6001号[2020-03-23至2023-05-28]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单鸿宇,曹斌 通过检查

124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25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东
汉阳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01号[2020-03-25至2022-09-18]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26 羽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27 上海和龙大药房有限公司赤峰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97号[2018-09-06至2021-04-18]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沈震宇,宋莉丽 通过检查

128 上海老百姓松花江路大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600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单鸿宇,曹斌 通过检查

129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中山北
二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6008号[2019-09-20至2024-09-19]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单鸿宇,曹斌 通过检查

130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永新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26号[2019-05-07至2024-03-07]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31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7至2020-06-17 陈瑛,赵勇 整改后通过检
查

132 上海馨圆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33 上海翼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40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134 上海林宽眼镜经营部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9号[2017-08-01至2022-07-31]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桑凯,阮有梓 通过检查

135 颐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36 上海匠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37 上海靖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138 上海漪澜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1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7 张骁栋,周佳怡 通过检查

139 上海盈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40 上海贞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9号 现场检查 2020-06-16至2020-06-16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41 上海疆通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5至2020-06-15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142 上海泰宁医药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39号 现场检查 2020-06-15至2020-06-15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143 上海雷允上新虹联药房江湾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75号[2017-12-19至2022-10-24] 现场检查 2020-06-15至2020-06-15 桑凯,阮有梓 通过检查

144 上海九和堂国药连锁有限公司大名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24号[2017-11-23至2021-04-24] 现场检查 2020-06-15至2020-06-15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45 上海雷允上北区医缘大药房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29号[2019-05-09至2024-05-08] 现场检查 2020-06-15至2020-06-15 陈怀文,李骅 通过检查

146 上海力婷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5006号[2019-09-02至2024-09-01]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徐磊,甘曹辉 通过检查

147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杨树浦路
一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70号[2019-07-10至2024-07-09]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48 上海国大虹广大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60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149 上海倩盈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5007号[2019-09-02至2024-09-01]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徐磊,甘曹辉 通过检查

150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公平路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98号[2020-04-24至2025-04-23]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51 上海埃尔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赵萌,竺伟 去向不明



152 上海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虹口广灵四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6002号[2020-04-20至2022-01-22] 现场检查 2020-06-12至2020-06-12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153 上海雷允上（北区）绿谷药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35号[2017-11-27至2022-11-26]<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35号[2017-11-01]
现场检查 2020-06-11至2020-06-11 曹思韵,张桂萍 通过检查

154 上海埃尔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1至2020-06-11 赵萌,竺伟 去向不明

155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凉城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41号[2019-03-06至2024-03-05] 现场检查 2020-06-11至2020-06-11 戴炜,徐殿金 通过检查

156 上海凯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3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1至2020-06-11 杜俊,卞姮 通过检查

157 艺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3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1至2020-06-11 杜俊,卞姮 通过检查

158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广中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67号[2016-11-18至2021-11-17] 现场检查 2020-06-11至2020-06-11 戴炜,龚思莹,余
飞

通过检查

159 上海复美新市南路大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07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卞姮,杜俊 通过检查

160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上海）有限公司虹口丹徒

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206002号[2020-05-18至2025-05-17]<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6005号[2020-05-18]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61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叶天德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6009号[2020-04-21至2024-10-24]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62 上海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车站北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6006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卞姮,杜俊 通过检查

163 上海海瑞大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58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桑凯,阮有梓 通过检查

164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鹤龄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47号[2019-06-18至2024-03-25]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王伟忠,沈泉华 通过检查

165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3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陈瑛,赵勇
限期整改(无需

现场)

166 上海伟达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44号[2020-04-21至2021-12-25]<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24号[2020-04-21]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167 羽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2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68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车站南路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03号[2018-05-24至2020-08-23]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戴炜,吕建东,徐
殿金

通过检查

169 东方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1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陈瑛,赵勇
限期整改(无需

现场)

170 上海嘉吉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张景茹,黄彬 通过检查

171 上海太安堂康爱多药店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8号[2019-08-22至2023-05-15]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沈莉,黎曙 通过检查

172 上海康升药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6001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桑凯,阮有梓 通过检查

173 叮当智慧药房（上海）有限公司横浜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6002号[2019-12-03至2024-04-27]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174 上海祺龙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0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175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甘河路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1号[2020-04-10至2021-01-11]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176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10至2020-06-10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77 上海好药师芳虹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曹思韵,张桂萍 通过检查

178 上海福音助听器有限公司虹口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洪卓,龚国庆 通过检查

179 上海盈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3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80 上海好药师上宝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6009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181 上海诵芬堂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6002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曹思韵,张桂萍 通过检查

182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水电路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44号[2019-03-08至2024-03-07]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183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安国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46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184 上海馨圆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2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85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大连路五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70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蔡黎弘,黎曙 通过检查

186 上海翼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40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187 上海匠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188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飞虹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50号 现场检查 2020-06-09至2020-06-09 沈莉,黎曙 通过检查

189 上海旻辰商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09号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沈莉,黎曙 通过检查

190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祥德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4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李娟,杨波 通过检查

191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欧
阳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17号[2020-03-25至2024-09-19]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陈冬林,黄凯 通过检查

192 上海优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12号[2017-04-14至2022-04-13]<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09号[2017-03-14]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张国栋,黄凯 通过检查

193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凉城路分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2号[2017-11-09至2021-06-20]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194 上海太安堂康爱多药店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8号[2019-08-22至2023-05-15]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沈莉,黎曙 通过检查

195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东余杭路
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22号[2020-04-03至2025-04-02]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96 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四平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7027号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龚国庆,洪卓 通过检查

197 上海礼桢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02号[2020-01-15至2024-06-05]<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9019号[2020-01-15]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龚国庆,洪卓 通过检查

198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提篮桥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45号[2019-01-24至2024-01-23]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199 上海靖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赵青,郁敏之 通过检查

200 上海中维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55号[2019-06-06至2020-08-0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9003号[2019-06-06]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201 上海辰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2号[2020-01-06至2025-01-05]<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49号[2019-07-24]
现场检查 2020-06-08至2020-06-08 张国栋,黄凯 通过检查

202 上海维儿拉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59号 现场检查 2020-06-05至2020-06-05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203 懿微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45号 现场检查 2020-06-05至2020-06-05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04 上海嘉洪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06号 现场检查 2020-06-05至2020-06-05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205 上海志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56号 现场检查 2020-06-05至2020-06-05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206 国耀圣康（上海）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20号 现场检查 2020-06-05至2020-06-05 陈冬林,黄凯 通过检查

207 国耀圣康医药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55号 现场检查 2020-06-05至2020-06-05 陈冬林,黄凯 通过检查

208 上海衷楷商贸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08号[2019-04-12至2024-04-11]<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0022号[2019-04-08]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整改后通过检
查

209 上海志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56号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10 上海娟尚眼镜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13号[2018-06-08至2020-09-27]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11 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手术器械厂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34号[2019-02-15至2021-09-01]<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13号[2019-02-15]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12 上海维儿拉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59号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13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瑞虹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7006号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张骁栋,赵骅 通过检查

214 上海俊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04号[2017-07-28至2022-01-2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31号[2017-07-10]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15 上海利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30号[2019-05-09至2022-09-18]<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63号[2020-05-27]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龚国庆,洪卓 通过检查

216 上海雷允上炯发药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79号[2019-03-06至2020-08-17] 现场检查 2020-06-04至2020-06-04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217 上海恒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87号[2018-09-10至2020-07-06]<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45号[2015-07-02]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宋西江,翟文辉

需进一步调查
(涉嫌违法违

规)

218 上海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2003号[2019-05-17至2024-05-16]<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2004号[2019-05-17]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戴炜,龚思莹,吕
建东

通过检查

219 上海尚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37号[2016-10-27至2021-10-26]<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18号[2016-10-18]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20 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200005号[2020-05-11至2025-05-10]<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02号[2020-05-11]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蒋紫莹,翟文辉 通过检查

221 上海靖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郁敏之,赵青 通过检查

222 上海嘉荫堂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5003号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戴炜,龚思莹 通过检查

223 上海虹瑞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49002号[2019-01-18至2023-02-0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0037号[2019-01-21]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戴炜,吕建东,龚
思莹

通过检查

224 上海雷允上新虹联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76号[2017-09-19至2022-09-18]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单鸿宇,郭晓露 通过检查

225 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四平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29号[2017-11-23至2021-01-03]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26 上海漪澜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1号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张骁栋,周佳怡 通过检查

227 上海利伍特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51号[2020-05-21至2020-07-1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30号[2020-05-21]
现场检查 2020-06-03至2020-06-03 赵萌,竺伟 通过检查

228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7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29 上海亲民大药房有限公司同心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6005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230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3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31 上海海王星辰药房有限公司保定路店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4号[2019-08-06至2021-01-11]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李骅,陈怀文 通过检查

232 东方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1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33 羽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2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34 上海匠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35 上海宏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16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怀文,李骅 通过检查

236 上海太安堂康爱多药店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08号[2019-08-22至2023-05-15]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沈莉,黎曙 通过检查

237 上海特吉电器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28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杜俊,徐克明 通过检查



238 上海同心大药房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6004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宋西江,翟文辉 通过检查

239 上海盈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13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陈瑛,赵勇 通过检查

240 上海唯爱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分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03号[2017-01-23至2022-01-22]<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02号[2017-01-11]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黎曙,蔡黎弘 通过检查

241 上海翼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40号 现场检查 2020-06-02至2020-06-02 沈莉,蔡黎弘 通过检查

242 上海奔耐贸易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05号 现场检查 2020-06-01至2020-06-01 龚国庆,洪卓 通过检查

243 上海馨圆实业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2022号 现场检查 2020-06-01至2020-06-01 陈瑛,胡会群 通过检查

244 上海壹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沪虹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38号[2020-05-28至2022-12-24]<br/>沪虹

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39号[2020-05-28]
现场检查 2020-06-01至2020-06-01 龚国庆,洪卓 通过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