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统计表（公布执法检查情况）

地市 序号 单位场所名称 检查人 检查时间 抽查部位 发现的火灾隐患和问题 提出的整改意见 行政处罚情况

××市
消防支
队

1
上岛咖啡厅省委店 (市

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5 全部

1.灭火器过期失效2.标
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工
不会使用灭火器4.遮挡

消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4号)

无

2
港湾海鲜大排档 (市

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5 一层、厨房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2.
标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
工不会使用灭火器4.安
全出口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1号) 

无

3
上海同茂兴面菜馆 (市

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5 一层、厨房

1.挪用消防器材2.安全
疏散标志损坏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2号)

无

4
山东济南市中兴润百碗

香排骨米饭铺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5 一层、厨房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消防车通道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
口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3号) 

无

5
济南市中贵宾台台香永

和餐饮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5 一层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疏散通道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1号) 

无

6 康健足浴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4 全部

1.存在塑料花2.安全疏
散标志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7号)

无

7 济南军区厨师培训基地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4 一层

1.存在塑料花2.安全疏
散标志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6号)

无

8
济南市华联家园超市有

限公司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4 全部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疏散通道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5号)

无

9 市中区都来聚娱乐中心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3 一层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2.
标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
工不会使用灭火器4.灭

火器挪作他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4号)

无

10 市中区夜浪娱乐中心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3 一层

1.灭火器过期失效2.消
防器材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3号)

无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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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11 金润阳光幼儿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3 全部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2.
标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
工不会使用灭火器4.遮

挡消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2号)

无

12
市中区韩尚阁自助餐厅

(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1 全部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 行政处罚 20136978

13
济南市中小海仙酒家

(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1 全部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 行政处罚 20136981

14
济南市市中区春蕾幼儿

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1 全部

1.存在塑料花2.安全疏
散标志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4号) 

无

15
济南俊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1 全部 [复查合格] 无

16
 济南市中金硕果水饺

城（济微路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21 全部

1.存在塑料花2.安全疏
散标志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7号) 

无

17 济南中联股骨头病医院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8 全部

1.存在塑料花2.安全疏
散标志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8号)

无

18 济南周围血管病医院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8 全部

1.灭火器过期失效2.消
防器材损坏3.员工不掌
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口

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7号)

无

19 山东红十字眼科医院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8 全部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2.
标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
工不会使用灭火器4.遮

挡消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6号) 

无

20
济南天辰佳明工贸有限

公司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8 车间办公室

存在聚氨酯泡沫夹芯彩
钢板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0号)

查封

21 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8 教学楼

1.安全出口锁闭2.标准
化标示不完善3.员工不
会使用灭火器4.遮挡消

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5号) 

无

22 济南利蒙制药有限公司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8 厂房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消防车通道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
口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3号) 

无

23
丽尔美牙科有限公司

(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7 厂房  [复查合格] 无

24 济南市中小海仙酒家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7 客房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消防车通道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
口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1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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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市中区韩尚阁自助餐厅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7 全部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8号) 

无

26 新城塑钢门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6 一层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消防车通道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
口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3号) 

无

27
   济南汇都大酒店市

中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6 1-2层

1.存在塑料花2.标准化
标示不完善3.员工不会
使用灭火器4.遮挡消防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4号)

无

28
济南金鼎混凝土有限责

任公司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6 全部

1.挪用灭火器2 存在塑
料花3.员工不掌握四个
能力4.堵塞消防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2号)

无

29
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 
周敬民、孙宗滨 2013.10.14 全部 合格

30
济南好旺美食食品有限

公司(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5 厂房  [复查合格] 无

31  明天大酒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5 一层、厨房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2.
标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
工不会使用灭火器4.遮

挡消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9号)

无

32  光明旅馆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5 客房

1.灭火器过期失效2.堵
塞消防车通道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4.安全出
口标志不是灯箱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4号)

无

33  四川酒楼招待所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5 客房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2.
标准化标示不完善3.员
工不会使用灭火器4.遮

挡消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5号)

无

34
济南华欣如意机床公司

(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4 厂房  [复查合格] 无

35  邵而幼儿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4 全部

1.防火分区不符合标准
2.堵塞消防车通道3.员
工不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15号)

无

36  济南大学西校区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4 1层 电线私拉乱扯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6号) 

无

37 市中区派乐儿童游乐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4 全部

1.存在塑料花2.标准化
标示不完善3.员工不会

使用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8号)

无

38
山东天禧舜和酒店有限
公司济南舜和环宇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4 全部
大厅东侧采用可燃材料

装修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9号)
无

39
   济南市中金麦饺子

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2 全部

1.灭火器数量不足2.堵
塞消防车通道3.员工不

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16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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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济南市中金小宝炒鸡

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2 全部

1.消火栓压力低2 存在
塑料花3.员工不掌握四

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17号)

无

41 罗而小学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2 教学楼

1.存在塑料花2.标准化
标示不完善3.员工不会

使用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14号)

无

42 市中区韩尚阁自助餐厅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1 1-2层

1.未按要求设置封闭楼
梯间2.堵塞消防车通道
3.员工不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8号)

无

43
济南明美机械有限公司

(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1 厂房 [复查合格] 无

44
   济南盛国机械公司

(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1 厂房 [复查合格]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5115号)

无

45  党家庄邵而小学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1 教学楼

1.未按要求设置封闭楼
梯间2.堵塞消防车通道
3.员工不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4113号) 

无

46 红苹果幼儿园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1 教学楼

未按要求设置封闭楼梯
间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5号) 

无

47 山东明都餐饮有限公司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0 一层

百家兴餐馆营业厅顶棚
装修材料大量使用易燃

塑料制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3号)

无

48
济南电之星电气有限责

任公司(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0 厂房 [复查合格] 无

49  后龙诊所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0 全部

1.存在塑料花2.标准化
标示不完善3.员工不会

使用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8号)

无

50  前龙诊所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0 全部

1.消火栓压力低2.闭门
器损坏3.员工不掌握四

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7号) 

无

51  福源诊所(济微路)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0 全部

1.消防控制室人员操作
不熟练2.堵塞消防车通
道3.员工不掌握四个能

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3号) 

无

52 贵煌维也纳酒店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10 1层

1.遮挡消火栓2.堵塞消
防车通道3.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8号)

无

53  中海环宇城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09 1-2层

员工不掌握一懂三会、
四个能力、灭火器压力

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7号) 

无

54 八一礼堂(复查) 
于克臣、周敬民

、孙宗滨
2013.10.09 礼堂 复查合格 无

55 刘家餐馆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8 场所内

1、消防安全标示存在损
坏情况

2、疏散逃生基本消防安
全常识掌握不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3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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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济南金山特色水饺城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8 场所内
1.一处常闭式防火门闭
门器损坏。2.应急灯损

坏未及时修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4号）

无

57 川香食府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8 场所内
1、一处安全出口封闭。
2、楼梯间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5号）

无

58 军航烟酒商行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8 场所内

1、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
识脱落

2、员工四个能力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6号）

无

59 半闲堂玉器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9 场所内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未设置灭火器黄色区
域3.未组织员工进行消

防逃生演习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9号）

无

60 靠山屯熟肉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9 场所内
1.安全标志摆放不准确
2.应急灯未通电3.灭火

器配置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0号）

无

61 老燕喜堂蒸包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9 场所内
1.未配置灭火器      
2.应急灯未通电      

3.货物摆放不符合标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1号）

无

62
济南大佳缘商贸有限公

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09 场所内

1、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
识脱落

2、员工四个能力掌握不
熟练。              

3.货物摆放不符合标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2号）

无

63
济南市中青竹辕     
大众足疗保健中心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0 场所内

该单位内未设置防火
门，且建筑消防设施以
及瘫痪，损坏严重，不

再具备防火
灭火功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0号）

无

64
济南百合园林               
雅园文化商场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0 场所内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
灭火器不足3.门前停放
车辆，堵塞消防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4号）

无

65 济南名优小吃城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0 营业区域

1.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
域2.配置灭火器数量不
足3.应急灯上摆放塑料

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9号) 

无

66  济南旅游汽车站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0 站点超市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7号) 

无

67 市中区利金美食城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1 营业区域
1.油烟未及时清理2.门
前停放车辆，堵塞消防

车通道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3号) 

无

68
济南仁者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二七）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1 营业区域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
灭火器不足3.应急灯损

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7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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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济南城建宾馆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1 营业区域
1.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
域2.配置灭火器数量不
足3.擅自挪用消防器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270号) 

无

70 市中区木子记快餐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1 营业区域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8号) 

无

71
济南怡文轩艺术品有限

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2 营业区域

1.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2.门前停放车辆，堵塞
消防车通道3.灭火器未

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599号)

无

72 尚唯莎名媛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2 营业区域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
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域
3.货物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5号) 

无

73 济南经十一路小学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2 营业区域
1.未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2.配置灭火器数量不足
3.一处消防安全门损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598号)

无

74 天枣源有限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2 营业区域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4号) 

无

75
济南顺路通有限责任公

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4 营业区域

1.消防标示不清晰2.门
前停放车辆，堵塞消防
车通道3.应急灯未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3号）

无

76
济南市中区英雄山路牙

科诊所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4 营业区域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
灭火器不足3.应急灯损

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2号）

无

77
乔丹专卖店（英雄山

路）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4 营业区域

1.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
域2.员工未掌握四个能
力3.擅自挪用消防器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5号）

无

78
精益眼镜店（英雄山

路）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4 营业区域

1.灭火器压力不足2.货
物摆放堵塞安全门3.员
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4号）

无

79
山东百富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5 营业区域

1.消防标示不清晰2.未
配置灭火器3.遮挡消防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9号）

无

80
瀚银万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5 营业区域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
灭火器不足3.应急灯损

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8号）

无

81 市中爱东休闲餐厅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5 大厅
1.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
域2.油烟未及时清理3.
擅自挪用消防器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7号）

无

82 人防商城阳光网吧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5 包间
1.灭火器数量不足2.货
物摆放堵塞安全门3.员
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1号）

无

83 荷轩美容院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6 营业区域
1.消防标示不清晰2.未
配置灭火器3.遮挡消防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3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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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米多服装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6 营业区域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
灭火器不足3.应急灯损

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6号）

无

85 格力空调建设路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6 大厅

1.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
域2.货物摆放堵塞疏散
通道3.擅自挪用消防器

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4号）

无

86
济南市中贝贝稻香园蛋

糕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6 操作间

1.灭火器数量不足2.货
物摆放堵塞安全门3.员
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5号）

无

87 市中区润轩食品商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7 营业区域

1.安全标志摆放不准确
2.员工未按时进行安全
培训3.门口停放车辆，

影响消防车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0号）

无

88 济南市中华鑫超市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8 营业区域
1.货物遮挡消防门2.未
配置灭火器3.安全标示

未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1号）

无

89 秀绒服饰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7 大厅
1.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2.配置灭火器数量不足
3.货物摆放遮挡安全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2号）

无

90
济南市中飞龙皇家咖啡

西餐厅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7 操作间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人员未掌

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99号）

无

91 济南铁路二七幼儿园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8 营业区域

1. 安全标示不清晰   
2.未设置灭火器黄色区
域3.未组织员工进行消

防逃生演习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9号）

无

92
山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英雄山鲁分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8 营业区域

1.安全标志摆放不准确
2.应急灯未通电3.灭火

器配置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40号）

无

93 十四中鞋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8 大厅
1.未配置灭火器      
2.应急灯未通电      

3.货物摆放不符合标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4号）

无

94 山东瑞泽跆拳道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18 操作间

1、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
识脱落

2、员工四个能力掌握不
熟练。              

3.货物摆放不符合标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5号）

无

95 济南市中友好宾馆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1 营业区域

1.应急灯损坏2.员工未
按时进行安全培训3.门
口停放车辆，影响消防

车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0号）

无

96 济南世纪佳酒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1 营业区域
1.货物遮挡消防门2.电
线未穿管3.安全标示未

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59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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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建设路超意兴快餐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1 营业区域
1.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2.油烟未及时清理3.货
物摆放遮挡安全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8号）

无

98
济南冠华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1 营业区域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人员未掌

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58号）

无

99
济南东方明珠文化有限

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2 营业区域

1.应急灯损坏2.员工未
按时进行安全培训3.遮

挡一处消防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6号）

无

100
济南市中琪雨柔婷美容

护肤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2 营业区域

1.货物遮挡消防门2.灭
火器未成组摆放3.安全

标示未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5号）

无

101 味千餐饮有限公司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2 大厅、厨房
1.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2.油烟未及时清理3.货
物摆放遮挡安全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8号）

无

102 留香居家常菜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2 大厅、厨房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油烟未及

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7号）

无

103  江水土菜馆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3 大厅
该场所依法应当进行消
防验收，但其未经消防
验收擅自投入使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90号）

无

104 市中区可韵美容中心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3 营业区域
1.货物摆放遮挡安全门
2.灭火器干粉过期3.安

全标示未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9号）

无

105 李品起全羊馆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3 大厅、厨房
1.未设置安全标志2.油
烟未及时清理3.货物摆

放遮挡安全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3号）

无

106
市中区庄泽菜馆（二

七）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3 大厅、厨房

1.未设置灭火器黄线区
域2.应急灯未通电3.门
口车辆堵塞消防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1号）

无

107 颖光翡翠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4 营业区域

1.安全标志摆放不准确
2.员工未按时进行安全
培训3.门口停放车辆，

影响消防车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7号）

无

108 （市中区）至尊源茶馆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4 营业区域
1.货物遮挡消防门2.未
配置灭火器3.安全标示

未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8号）

无

109 （市中区）怡然茶吧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4 大厅
1.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2.配置灭火器数量不足
3.货物摆放遮挡安全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9号）

无

110
济南（市中区）金秋茶

行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5 操作间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人员未掌

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80号）

无

111
济南贵和购物中心体育

中心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5 营业区域

1.安全标志摆放不准确
2.员工未按时进行安全
培训3.门口停放车辆，

影响消防车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3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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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济南)市中三江源牛肉

面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5 操作间

1.油烟未及时清理2.未
配置灭火器3.安全标示

未通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4号）

无

113 兰州拉面（梁北）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5 大厅、厨房
1.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2.油烟未及时清理3.货
物摆放遮挡安全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6号）

无

114 宜家商品超市 吴维刚、苗伯彦 2013.10.25 大厅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应
急灯未通电3.货物摆放

影响人员逃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5号）

无

115  丁香花酱肉 吴维刚、苗伯彦 2013.09.11 场所内
场所内2具灭火器标识内
容不全，没有筒体钢印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4号）

拟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116  济南市中印之源印务社 吴维刚、苗伯彦 2013.09.12 场所内
场所内2具灭火器标识内
容不全，没有筒体钢印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5号）

拟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117  丁香花酱肉（复查） 吴维刚、苗伯彦 2013.09.12 大厅

1、　√3、人员密集场
所使用　√不合格、　
□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

产品；

复查不合格
正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118
 济南市中印之源印务社

（复查）
吴维刚、苗伯彦 2013.09.12 场所内

1、　√3、人员密集场
所使用　√不合格、　
□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

产品；

复查不合格
正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119
济南万佳多彩网络文化

有限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4 网吧营业区 1.网吧上网人员吸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5号) 

无

120 济南捷美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4 单位全部

1.未组织员工进行消防
安全演练；

2.安全出口标志灯损坏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3号) 

无

121 济南黄河路桥工程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4 消防控制室
1.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带故障运行。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4号) 

无

122 山东东方美食学院 姜吉军、李波 2013.10.24 学校全部

1、学校内的灭火器药剂
全部过期；

2、南侧学校公寓1-2楼
的安全出口标识和安全

疏散标识损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2号) 

无

123 济南市中开元网吧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单位全部

1.网吧场所内上网人员
吸烟；

2.场所内缺少防火门；
3.员工不掌握四个能力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3号) 

无

124
市中区张爽百货商店

(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单位全部

1.商店未配备灭火器；
2.员工消防安
全“四个

能力”不熟练；3.线路
未穿管敷设

复查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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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济南市中顺意快餐店

(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1、快餐店灭火器过期；
2、厨房操作间未

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3、提问一名员工，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不

熟练”

复查合格 无

126 市中区同庆宾馆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已整改；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挪作他用，已整改；
3、电器线路未穿管敷

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2号) 

无

127 市中区私家百和餐厅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1、大厅存在塑料花；
2、大厅南侧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0号) 

无

128
济南三棋缘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1.一层安全出口疏散通
道堆放杂物，影响安全
疏散；2.二层北侧安全
出口标志损坏；3.二层
北侧安全出口锁闭；4.
二层网吧上网人吸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93号) 

无

129
济南爱书人欢乐时空网
络服务有限公司(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2 使用不合格消防器材 受案处罚 无

130
济南万佳海纳网络文化

有限公司(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2 使用不合格消防器材 受案处罚 无

131
济南爱书人奔腾网络服

务有限公司1 
姜吉军、李波 2013.10.22

1.网吧南侧安全出口标
志损坏；

2.网吧工作人员不掌握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70号) 

无

132 济南市中多彩招待所 姜吉军、李波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09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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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中铁十局物业管理有限

公
司铁路南苑小区1区

姜吉军、李波 2013.10.08 南苑小区1区

1、消防控制室无人值
班，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停用，消防泵房系统
停用；室内消火栓无
水；各层火灾显示盘电

源关
闭。2、一区2号楼1层疏
散通道停放自行车、电
瓶车影响疏散；3、1区

1-4号楼
部分防火门闭门器损

坏；4、1区1-4号楼安全
出口标志和应急照明灯

部分损
坏；5、1区1-4号楼各楼
层堆放杂物；6、1区1-4
号楼各楼层常闭式防火

门处于
开启状态。

复查合格 无

134
中铁十局物业管理有限

公
司铁路南苑小区3区

姜吉军、李波 2013.10.08 南苑小区3区

1、消防控制室值班
1人，不符合规定；消
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
证上岗，对消防控制系
统不会操作；2、消防控

制室火灾
报警控制系统故障运行
（有火警点158个、屏蔽
点1个）消防控制室设值

班休息
床，堆放杂物；3、3区
各楼层室内消火栓无
水；4、3区各楼层部分

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标志损坏；5、
3层各楼层火灾显示盘没
有电源；6、3区3号楼1

单元地
下一层自行车坡道处室
内消火栓无水带、水枪
、栓头丢失；7、3区5号

楼2单元
地下一层楼梯口处室内
消火栓无水带、水枪；8
、3区各楼层疏散通道堆

放杂物

复查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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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济南平嘉大药房有限公

司
四季花园店

姜吉军、李波 2013.10.08 药店全部

1、地下一层电线未穿管
敷设；2、通向地

下一层楼梯存放杂物；3
、一楼西消火栓北遮

挡；4、地下一层存放药
品房

间；5、未提供开业前消
防安全检查手续。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898号) 

无

136 济南市四季花园幼儿园 姜吉军、李波 2013.10.08 幼儿园全部

1、门口存在塑料装饰；
2、二楼应急照明

灯损坏；3、二楼东侧安
全出口封锁；4、一楼安
全疏散门向内开启。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8号) 

无

137 济南大明老年公寓 姜吉军、李波 2013.10.12 全部

1、老年公寓电源线路未
穿管敷设；2、老年公寓
配置灭火器材数量不

足；3、老年公寓未设置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
志；4、老公与二、三层
缺少一部疏散楼梯。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986号) 

无

138
济南军恒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12 全部

物业公司办公区使用聚
氨脂泡沫夹芯板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986号) 

无

139 市中区金味食府(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12 全部

1、厨房未设防火门；2
、液化气瓶组间未

设置防静电措施、燃气
泄漏报警器；3、门口南

侧有泡沫彩钢板房

复查合格 无

140
济南平嘉大药房有限公
司四季花园店(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12 营业区、仓库

1.地下一层电线未穿管
敷设；

2.通向地下一层楼梯堆
放杂物；

3.一楼西消火栓被遮
挡；

4.地下一层存放药品房
间；

5.未提供开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手续。

复查合格 无

141 国网技术学院 姜吉军、李波 2013.10.11 教学区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
与城市远程监控系统联

网。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1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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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

司贵友大酒店
姜吉军、李波 2013.10.11 营业区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
与城市远程监控系统联

网。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2号) 
无

143 顺鑫轮胎电瓶总汇 李波、姜吉军 2013.10.11 营业区 员工四个能力不掌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65号) 
无

144 市中区协和宠物医院 李波、姜吉军 2013.10.11 营业区

1、 二楼有人住宿
2、 员工四个能力不掌

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66号) 
无

145
济南市中浪淘沙商务酒

店
姜吉军、李波 2013.10.10 营业区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
与城市远程监控系统联

网。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7号) 
无

146 济南市哮喘病医院 姜吉军、李波 2013.10.10 营业区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
与城市远程监控系统联

网。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0号) 

无

147
济南市市中区顺意快餐

店
李波、姜吉军 2013.10.10 营业区

1、快餐店灭火器过期；
2、厨房操作间未

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3、提问一名员工，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6546号) 

无

148 市中区张爽百货商店 李波、姜吉军 2013.10.10 营业区

1.商店未配备灭火器；
2.员工消防安全“四个
能力”不熟练；3.线路

未穿管敷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8号) 

无

149 济南市中鑫家福旅馆 姜吉军、李波 2013.10.15 营业区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4号) 
无

150 济南市中蓝天旅馆 姜吉军、李波 2013.10.15 营业区 1.配置的灭火器药材过
期；2.1具应急照明装置

未接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5号) 

无

151 陈记炒鸡王 李波、姜吉军 2013.10.15 营业区
1.未组织员工进行消防

演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6号) 
无

152 永和豆浆 李波、姜吉军 2013.10.15 营业区
1.室内消火栓无水；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8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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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济南爱书人易联网吧 姜吉军、李波 2013.10.16 营业区

1.网吧灭火器材药剂过
期；

2.网吧南安全出口堆放
杂物；

3.网吧应加强对消防安
全四个能力的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0号)

无

154
济南市市中区晶天绿大

酒店
姜吉军、李波 2013.10.16 营业区

1.厨房操作间瓶组间未
设挡鼠板，瓶组间堆放

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4号)

无

155 济南市中时空游艺中心 李波、姜吉军 2013.10.16 营业区
1.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不熟悉；
2.室内有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5号)

无

156
市中区信奉草堂美容中

心
李波、姜吉军 2013.10.16 营业区 检查情况良好 检查合格 无

157 众品烟酒店 李波、姜吉军 2013.10.17 营业区

1.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不熟悉；

2.消防安全通道被杂物
占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9号

无

158 市中四鞭闷罐店 李波、姜吉军 2013.10.17 营业区
1、酒店二楼室内消火栓

封闭在房间内。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1号)
无

159 济南市中蓝天旅馆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营业区

1.配置的灭火器材药剂
过期；

2.1具应急照明装置未接
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5号)

无

160
 市中区清秀佳人美容

店(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营业区

1.未办理竣工验收和消
防备案；

2.未设安全出口标志和
应急照明装置；

3.室内消火栓未张贴消
防标识。

复查合格 无

161
 市中区福动康按摩馆

(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营业区

1.未办理竣工消防备
案；

2.未设应急照明装置和
安全出口标志；

3.未张贴消防标识。

复查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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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市中区聚客隆百货商店

(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营业区

1.未办理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

2.室内消火栓被物品遮
挡；

3.室内消火栓未张贴消
防标志；

4.未设安全出口和应急
照明装置。

复查合格 无

163
 济南小明星艺术学校

(复查)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教学区

1.未办理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

2.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
和应急照明装置；

3.室内消火栓被封堵，
应将门拆除；

4.室内疏散通道宽度不
符合规范要求。

复查合格 无

164 市中旭东汽车修理厂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营业区

1.汽车修理厂宿舍办公
区使用彩钢板房；

2.场所内两具灭火器过
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6号)

无

165
北京盛世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济南分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1 营业区

1.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瘫痪。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70号)

无

166 济南市中多彩招待所 姜吉军、李波 2013.10.22 营业区 1.招待所西侧安全出口
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79号)

无

167
济南爱书人奔腾网络服

务有限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2 营业区

1.网吧南侧安全出口标
志损坏；2.网吧工作人
员不掌握消防安全四个

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0号)

无

168  玉玲花艺 李波、姜吉军 2013.10.22 营业区

1.消防通道被杂物占
用；

2.消防安全出口标志灯
不亮。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93号)

无

169  泉景四季花园 李波、姜吉军 2013.10.22 营业区
1.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不熟悉；
2.消防安全出口标志灯

不亮。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3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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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济南三棋缘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营业区

1.一层安全出口疏散通
道堆放杂物，影响安全
疏散；2.二层北侧安全
出口标志损坏；3.二层
北侧安全出口锁闭；4.
二层网吧上网人吸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0号)

无

171 济南市中开元网吧 姜吉军、李波 2013.10.23 x

1.网吧场所内上网人员
吸烟；2.场所内缺少防
火门；3.员工不掌握四

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2号)

无

172 市中区私家百和餐厅 李波、姜吉军 2013.10.23 营业区

1、大厅存在塑料花；
2、大厅南侧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5号)
无

173  市中区同庆宾馆 李波、姜吉军 2013.10.23 营业区

1、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已整改；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挪作他用，已整改；
3、电器线路未穿管敷

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2号)

无

174
济南万佳多彩网络文化

有限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4 营业区

1.网吧上网人员吸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3号)
无

175 济南黄河路桥工程公司 姜吉军、李波 2013.10.24 工作区
1.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带故障运行。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4号)

无

176 山东东方美食学学院 李波、姜吉军 2013.10.24 教学区

1、学校内的灭火器药剂
全部过期；

2、南侧学校公寓1-2楼
的安全出口标识和安全

疏散标识损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2号)

无

177 济南捷美公司 李波、姜吉军 2013.10.24 营业区
1.未组织员工进行消防

安全演练；
2.安全出口标志灯损坏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5号)

无

178
济南市市中区军强商务

宾馆 
李波、姜吉军 2013.10.8 营业区 申报面积与实际不相符

济市公消安检决字
[2013]第0011号 

无

179
济南平嘉大药房有限公

司四季花园店 
李波、姜吉军 2013.10.8 营业区 申报面积与实际不相符

济市公消安检决字
[2013]第0010号 

无

180
市中区信奉草堂美容中

心 
李波、姜吉军 2013.10.11 营业区 检查情况良好

济市公消安检许字
[2013]第0098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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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山东省地质测绘院(复

查) 
李波、姜吉军 2013.10.17 办公区

1.办公区有10具二氧化
碳灭火器配置与场

所不符合，应更换干粉
ABC灭火器；2办公室内
消火栓无水带、水枪，

且没有水
源；3.办公区东西侧室
外疏散楼梯门锁闭，且
没有设置安丘出口标

志；4.员工
食堂厨房操作间排烟罩
油垢太多，应及时清
理；5.员工食堂餐厅未

设安全出口
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
6.员工宿舍室内消火栓
无水带、水枪，室内消

火栓无
水；7.员工宿舍未设安
全出口标志和应急照明

装置。

复查合格 无

182
济南爱书人欢乐时空网

络服务有限公司 
李波、姜吉军 2013.10.17 营业区

1、网吧三层东侧安全出
口使用不合格应急照明

装置。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2号) 

无

183
济南艺苑培训中心领秀
城教学点(复查) [复查

合格] 
李波、姜吉军 2013.10.18 教学区

1.未办理消防行政许
可；

2.未设安全出口标志和
应急照明装置；

3.未张贴消防标识。

复查合格 无

184
新领裕艺术培训学校

(复查) 
李波、姜吉军 2013.10.18 教学区

1.未办理消防行政许
可；

2.未设安全出口标志和
应急照明装置；

3.室内消火栓被吧台遮
住；

4.室内消火栓和灭火器
箱未张贴消防标识。

复查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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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山东广信工程试验检测

有限公司(复查) 
李波、姜吉军 2013.10.18 办公区

1、办公区和试验操作区
配置灭火器材数量

不足；2、办公区和试验
操作区部分应急照明装
置不亮，应及时维修，

食堂未设
安全出口和应急照明装
置；3、试验操作区一层
西疏散楼梯下设彩钢板

（芯材为
聚苯乙烯）杂物间；4、
瓷砖检测室和杂物仓库
使用彩钢板（芯材为聚

苯乙
烯）；5、未提供相关消

防手续。

复查合格 无

186 沙骊网吧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8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5号)
无

187 统一银座超市（市中）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8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4号)
无

188 小鸭洗衣机维修部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8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2号)
无

189 三强广告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8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79号)
无

190 普华鞋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9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4号)
无

191
济南市中东鸿飞五金建

材经营部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9
全部 安全出口堵塞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5号)

无

192
济南明远达电子有限公

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9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6号)

无

193 有一手包子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9

全部 油烟机未及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7号)
无

194 曹家干饭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0
全部 油烟机未及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4号)

无

195 市中梁彬自行车店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0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5号)

无

196 延涛通讯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0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6号)

无

197 齐芳烟酒百货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0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2号)

无

198 大众家常菜馆（市中）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1
全部 油烟未及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0号)

无

199 闪电精品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1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3号)

无

200 沙县小吃（市中）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1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2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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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

有限公司
尚大鹏、曲世华

、张俊国 2013.10.11
全部 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1号)

无

202
济南市老转村四川美食

城有限公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2

全部 油烟未及时清洗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271号)
无

203 市中区舒服家旅馆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2

全部 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3号)
无

204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2
全部 灭火器数量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272号)

无

205 市中区涛勇美容美发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2

全部 灭火器一具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5号)
无

206 千夫缘烤鱼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4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4号)

无

207 三江源牛肉面馆驿街店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4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6号)

无

208 玉喜龙虾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4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5号)

无

209 韩氏地产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4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7号)

无

210 筛网总汇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5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6号)

无

211 红太阳美容美发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5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7号)

无

212 金桥丝网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5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8号)

无

213 慧涵五金
尚大鹏、杜先洲

、张俊国 2013.10.15
全部 灭火器数量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40号)

无

214 济南永昌护栏网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6

全部 灭火器数量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5号)
无

215 天龙黑白铁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6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0号)
无

216 福彩1296投注站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6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6号)
无

217 老高家黑白铁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6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9号)
无

218 不锈钢加工馆驿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7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4号)
无

219 安平县严町丝网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7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5号)
无

220 黑白铁加工馆驿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7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2号)
无

221 上海筛网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7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3号)
无

222 普利司通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8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3号)
无

223 完美馆驿街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8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4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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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现代装潢部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8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6号)
无

225 益民土产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8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5号)
无

226 德信黑白铁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1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3号)
无

227 山东金人电气有限公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1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31号)
无

228 济南传奇食品机械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1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4号)
无

229 闯南五金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1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2号)
无

230 兄弟缝纫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6号)
无

231 夏娃之秀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4号)
无

232 aite婚纱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5号)
无

233 精益眼镜帝景苑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3号)
无

234 艾图体育用品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3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8号)
无

235 新德赛贸易有限公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5

全部 线路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9号)
无

236 仲雅琴行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5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8号)
无

237
济南恒义信经贸有限公

司(复查)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2具灭火器标识内容不齐
全，没有简体钢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9号) 受案登记表(编号：20136977)

238 尚客简餐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5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0号)
无

239 市中区羊羊小镇碳烤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2具灭火器标识内容不齐

全，没有简体钢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6号) 受案登记表(编号：20136976)

240 金龙大厦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2

全部 锁闭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777号)
无

241
金芙蓉健身俱乐部（振

华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5
全部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1号)

无

242 振华商厦五楼秀丝雅阁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4

全部 员工不熟悉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0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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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济南明远达电子有限公

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4

全部

1.一楼安全疏散标志未
插电

2.一灭火器过期且挪用
灭火器未放置指定位置

内
3.货物占用疏散通道
4.停放车辆占用消防车

通道
5.外墙门窗设置栅栏且

用链条锁锁闭
6.人员未掌握“四个能

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29号)

无

244
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筹）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4

全部

1.灭火器数量不足；
2.挪用灭火器未放置指

定位置；
3.遮挡和锁闭消火栓；
4.封闭东侧安全出口；
5.停放车辆占用消防车

通道；
6.外墙门窗上设置栅

栏；
7.工作人员未掌握灭火

器使用方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1号)

无

245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24

全部

1.灭火器数量不足；
2.挪用灭火器未放置指

定位置；
3.遮挡和锁闭消火栓；
4.封闭东侧安全出口；
5.停放车辆占用消防车

通道；
6.外墙门窗上设置栅

栏；
7.工作人员未掌握灭火

器使用方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9号)

无

246
 济南恒义信经贸有限公

司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6
全部

2具灭火器标示内容不齐
全，没有简体钢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9号)

无

247  市中区羊羊小镇碳烤店 尚大鹏、张俊国
2013.10.15

全部
2具灭火器标示内容不齐

全，没有简体钢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6号) 
无

248 阿邱造型 李辉、陈强 2013.09.29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959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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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有限公司
李辉、陈强 2013.09.29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960号)

无

250 济南市中万客超市 陈强、李辉 2013.09.29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13号)

无

251
鲁润名商广场（济南市
物业综合服务公司）

陈强、李辉 2013.09.29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15号)

无

252 济南市中鑫龙火锅城 李辉、陈强 2013.09.30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237号)

无

253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分公
司第五十七加油站

李辉、陈强 2013.09.30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78号)

无

254 市中区华莱士快餐店 陈强、李辉 2013.09.30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77号)

无

255
山东中惠泽有限公司

CNG加气站
陈强、李辉 2013.09.30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76号)

无

256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分公
司第五十七加油站

李辉、陈强 2013.10.08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80号)

无

257 名典茶叶平价超市 李辉、陈强 2013.10.08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3号)

无

258
亿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陈强、李辉 2013.10.08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81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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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山东中惠泽有限公司

CNG加气站
陈强、李辉 2013.10.08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682号)

无

260
济南市中幸福时光娱乐

中心
李辉、陈强 2013.10.09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8号)

无

261 佳乐家妇婴童购物广场 李辉、陈强 2013.10.09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9号)

无

262
市中区可心宝宝孕婴用

品
陈强、李辉 2013.10.09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5号)

无

263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陈强、李辉 2013.10.09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11号)

无

264 山东济南特殊教育中心 李辉、陈强 2013.10.10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5号)

无

265
济南市中戎秀苑百货商

店
李辉、陈强 2013.10.10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6号)

无

266 山东电力设备制造厂 陈强、李辉 2013.10.10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9号)

无

267
济南市中雪尔形象设计

室
陈强、李辉 2013.10.10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30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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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山东中惠泽贸易有限公
司中惠泽第二加油站

李辉、陈强 2013.10.11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4号)

无

269
市中区鲁晋日用百货商

店
李辉、陈强 2013.10.11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4112号)

无

270 丰硕不动产 陈强、李辉 2013.10.11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4115号)

无

271 鲁润名商广场 陈强、李辉 2013.10.11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4114号)

无

272
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有限公司
李辉、陈强 2013.10.12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7号)

无

273 济南市中天隆超市 李辉、陈强 2013.10.12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8号)

无

274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陈强、李辉 2013.10.12 营业厅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080号)

无

275 济南市中军宛商店 陈强、李辉 2013.10.12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6号)

无

276 济南市育贤第一幼儿园 李辉、陈强 2013.10.15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3号)

无

277 市中区瑞丰酒水商店 李辉、陈强 2013.10.15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2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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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老北京布鞋（金木鱼） 陈强、李辉 2013.10.15 营业厅

1、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4号)

无

279
济南招飞小肥羊餐饮有
限责任公司招飞店

陈强、李辉 2013.10.15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35号)

无

280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有限
公司济南市中分公司

李辉、陈强 2013.10.16 营业厅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1号)

无

281 济南市中惠客烟酒店 李辉、陈强 2013.10.16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9号)

无

282 济南市中喜乐烟酒商店 陈强、李辉 2013.10.16 营业厅

1、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3号)

无

283
重庆佳永小天鹅餐饮有
限公司济南英雄山路分

公司
陈强、李辉 2013.10.16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2号)

无

284 济南嘉乐不孕症医院 李辉、陈强 2013.10.17 营业厅

1、控制是值班人员脱岗
且火警处置程序不熟
练；   2、控制室值班
记录不详实；  3、消防

档案不健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0号)

无

285
山东金德利集团市中快
餐连锁有限公司英雄山

粮油食品二店
李辉、陈强 2013.10.17 营业厅

1、楼梯间室内消火栓水
带挪作他用；              

2、一懂三会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7号)

无

286
济南市中区瓦山新寨食

府
陈强、李辉 2013.10.17 营业厅

1、厨房未设置可燃气体
泄露报警装置；           

2、楼梯间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6号)

无

287
济南市老转村四川美食
城有限公司济微路分公

司
陈强、李辉 2013.10.17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灭火器挪作他用；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8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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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济南市中海润邢氏海参

馆
李辉、陈强 2013.10.18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7号)

无

289 济南市永丰五金商店 李辉、陈强 2013.10.18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挪作他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8号)

无

290
济南市中弘烨五文华商

场
陈强、李辉 2013.10.18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0号)

无

291
济南嘉乐高经贸有限公
司锦江之星英雄山路分

店
陈强、李辉 2013.10.18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灭火器挪作他用；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9号)

无

292
济南三九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六里山连锁店

李辉、陈强 2013.10.18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不熟
练；

2、灭火器标识内容不
全，筒体无钢印。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75号)

无

293
山东金德利集团市中快
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王

官庄粮油食品店
李辉、陈强 2013.10.18 营业厅

1、 2具灭火器标识内容
不全，筒体无钢印；

2、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775号)

无

294
济南市中区瓦山新寨食

府
李辉、陈强 2013.10.21 营业厅

1、厨房未设置可燃气体
泄露报警装置；

复查合格 无

295
重庆佳永小天鹅餐饮有
限公司济南英雄山路分

公司
李辉、陈强 2013.10.21 营业厅

1、一层西侧安全出口锁
闭；                    

2、二层灭火器均未成组
摆放；              3
、厨房人员四个能力不

掌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5号)

无

296 济南市中聚龙百货超市 李辉、陈强 2013.10.21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6号)

无

297 参谋天下 陈强、李辉 2013.10.21 营业厅

1、二层厨房至北侧疏散
楼梯口之间的疏散通道

被占用；                  
2、厨房可燃气体泄漏报

警未接电；              
3、厨房部分电气线路未

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7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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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老百姓大药房 陈强、李辉 2013.10.21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8号)

无

299
山东金德利集团市中快
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王

官庄粮油食品店
陈强、李辉 2013.10.22 营业厅

灭火器标识内容不全，
筒体无钢印

立案处罚 无

300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

公司
李辉、陈强 2013.10.22 营业厅

1、安全出口锁闭；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人员四个能力不掌握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1号)

无

301 济南市中平嘉大药店 李辉、陈强 2013.10.22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2号)

无

302 济南市中梦石儿童摄影 陈强、李辉 2013.10.22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8号)

无

303
济南市中世纪顺风大酒

店
陈强、李辉 2013.10.22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疏散通道被占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7号)

无

304
济南三九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六里山连锁店(复

查)
李辉、陈强 2013.10.22 营业厅

灭火器标识内容不全，
筒体无钢印

立案处罚 无

305
济南市中参谋天下大酒
店(复查) [复查合格]

李辉、陈强 2013.10.23 营业厅
厨房部分电气线路未穿

管
复查合格 无

306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

病防治研究院
李辉、陈强 2013.10.23 营业厅

1、安全出口锁闭；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人员四个能力不掌握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92号)

无

307 山东统一银座济微店 李辉、陈强 2013.10.23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91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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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济南天马医保城药店零

售王官庄店
陈强、李辉 2013.10.23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4号)

无

309 山东济南特殊教育中心 陈强、李辉 2013.10.23 营业厅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疏散通道被占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94号)

无

310 山东佳宝集团有限公司 李辉、陈强 2013.10.24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人员四个能力不掌握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0号)

无

311
山东华夏良子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济南六里山分

公司
李辉、陈强 2013.10.24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2号)

无

312
济南市中名翔东方华庭

商务宾馆
陈强、李辉 2013.10.24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4号)

无

313
济南市中海润邢氏海参

馆
陈强、李辉 2013.10.24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疏散通道被占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73号)

无

314 山东施尔明眼科医院 李辉、陈强 2013.10.25 营业厅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人员四个能力不掌握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5号)

无

315
济南市中鑫福康烟酒商

店
李辉、陈强 2013.10.25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3、一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6号)

无

316 市中区伟敏服装店 陈强、李辉 2013.10.25 营业厅

1、人员四个能力不掌
握；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7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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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济南银座商城有限责任
公司七里山分公司

陈强、李辉 2013.10.25 营业厅
1、标准化标识不完善；                    
2、疏散通道被占用；    
3、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8号)

无

318  山东华国宾馆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8 营业区

、√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四个能力”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2号) 

无

319
济南四季厨房海鲜餐饮

有限公司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8 营业区

　√3、□损坏、√挪用
消防设施、器材；     

厨房油烟机未及时清理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3号)

无

320
阳光舜城北区社区卫生

服务站 [不合格]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8 营业区

1、灭火器数量不足　　　　　
2、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

识脱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1号) 

无

321
   超意兴餐饮有限公

司伟东新都店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8 营业区

1、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2、厨房操作间未配置灭
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00号) 

无

32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济南第六十三

加油站 

李心明(主)、王
慧、曲世华

2013.10.9 营业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3、□损坏、√挪
用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6号) 

无

323
 荣成市石岛宾馆有限
公司济南石岛山庄 

李心明(主)、王
慧、曲世华

2013.10.9 营业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

好有效；            
消防控制室人员脱岗。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7号) 

无

324
   济南市中儒鼎轩食

府  
王慧(主)、曲世
华、李心明

2013.10.9 营业区

1、个别员工未掌握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2、厨房操作间内油烟机
未及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9号) 

无

325 华纳超市 
 王慧(主)、曲
世华、李心明 

2013.10.9 营业区
1、灭火器被货架遮挡　　　　　
2、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8号) 

无

326 山东省财政厅 
李心明(主)、王
慧、曲世华 

2013.10.10 办公区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      　   √
9、□占用、√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6号) 

无

327 济南银座英才幼儿园 
李心明(主)、王
慧、曲世华 

2013.10.10 教学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

好有效；
　　√3、□损坏、√挪
用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8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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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济南市中红高粱酒家 
王慧(主)、曲世
华、李心明 

2013.10.10 营业区
1、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

及时清理　　　　　　
2、啤酒箱遮挡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5号) 

无

329 济南市中区华通宾馆 
王慧(主)、曲世
华、李心明

2013.10.10 营业区
1、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93号) 

无

330
   济南人人乐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银座佳驿玉

函路店  

 李心明(主)、
王慧、杜先洲 

2013.10.11 营业区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             部
分员工不熟悉消防安全

常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0号) 

无

331
济南市中舜玉路办事处

舜玉南区幼儿园 
李心明(主)、王
慧、杜先洲 

2013.10.11 教学区

√3、□损坏、√挪用消
防设施、器材；  　   

√11、其他消防安全违
法行为：

儿童饰品悬挂物遮挡疏
散指示标志。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1号) 

无

332 济南市中3号院食府 
 王慧(主)、杜
先洲、李心明

2013.10.11 营业区

1、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
及时清理　　　　　　

2、部分疏散指示标识脱
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19号) 

无

333 济南市中太和家常菜馆 
王慧(主)、杜先
洲、李心明

2013.10.11 营业区

1、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厨房操作间安全出口
处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110号) 

无

334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李心明(主)、王
慧、杜先洲 

2013.10.12 办公区

　√3、□损坏、√挪用
消防设施、器材；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
　　√11、其他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
一楼内部食堂油烟机清

理不及时。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6号) 

无

335
 山东省交通厅机关服

务中心 
李心明(主)、王
慧、杜先洲

2013.10.12 办公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
9、□占用、√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89号) 

无

336 山东航空彩虹国旅 
王慧(主)、杜先
洲、李心明 

2013.10.12 营业区
1、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2、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097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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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济南市中玉磊诺漫帝美

发店
 王慧(主)、杜
先洲、李心明

2013.10.12 营业区

1、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灭火器被广告架遮挡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081号) 

无

338
山东金丰园餐饮有限公

司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14 营业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
好有效；　√5、□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四个能力”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0号) 

无

339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14 办公区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　√11、其他消
防安全违法行为：

一楼内部食堂油烟机清
理不及时。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1号) 

无

340
济南市纽维思英语培训

学校 
   王慧(主)、

李心明  
2013.10.14 教学区

1、员不熟悉握消防安全
常识　　　　　

2、灭火器挪作他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19号) 

无

341 统一银座（张安店）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14 营业区

1、灭火器被货架遮挡　　　　　　　
2、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3、安全出口处堆放货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18号)

无

342 济南市舜耕小学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15 教学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

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3号) 

无

343
 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15 办公区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　√9、□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11、其他消防

安全违法行为：
安保人员消防知识掌握

不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6号) 

无

344
市中区振琦二乔好兄弟

足保健中心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15 营业区

1、个别应急照明灯未插
电　　　　　　　

2、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0号) 

无

345
济南万佳伊人部落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 
   王慧(主)、

李心明 
2013.10.15 营业区

1、员工不熟悉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灭火器挪作他用　　　　　
3、安全出口处堆放货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52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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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市中区信奉草堂美容中

心 
 姜吉军(主)、

李心明
2013.10.16 营业区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合格证济市公消安检许
字[2013]第0098号

无

347 济南舜文中学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16 办公区

　√1、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配置、
设置不符合标准     √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保安人员消防知识掌握

不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6号) 

无

348
济南市中一名微山湖鱼

馆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16 营业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
好有效；　√11、其他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及

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7号) 

无

349
 山东金德利集团市中
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伟东新都粮油食品店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16 营业区

1、员工不熟悉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
及时清理　　　　　　

3、个别应急照明灯未插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7号) 

无

350
 济南市中莎蔓莉莎美

容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16 营业区

1、广告牌架遮挡消防疏
散指示标识　　　　　

2、部分灭火器挪作他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8号) 

无

351
济南市中别墅暖通工艺

品销售部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17 营业区

1、广告牌架遮挡消防疏
散指示标识；　　　　　

2、灭火器挪作他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6号) 

无

352 山东乐达大酒店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17 营业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5、□占
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5号) 

无

353 济南市中怡香阁酒店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17 营业区

1、员工不熟悉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个别应急照明灯未插
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8号) 

无

354
山东润通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济南第一加气站 

   王慧(主)、
李心明  

2013.10.17 加气区

　√3、□损坏、√挪用
消防设施、器材；　√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四个能力”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7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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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济南宝贝佳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伟东新都分

公司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23 教学区

1、一楼大厅一具灭火器
标识内容不全，没有筒
体钢印，依据《消防产

品现场检
查判定规则》（GA588-
2005），现场判定为不

合格消防产品。
2、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已当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7号) 

无

356
山东天外山庄餐饮有限

公司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18 营业区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　　√11、其他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1、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
及时清理；　　　　　　

2、员工不熟悉消防“四
个能力”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1号) 

无

357
济南市华能天然气有限
公司东八CNG汽车加气

站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18 加气区

　√3、□损坏、√挪用
消防设施、器材；　√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员工不熟悉消防“四个

能力” 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2号) 

无

358 济南市中箪食巷菜馆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18 营业厅

1、员工不熟悉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厨房操作间门口堆放
杂物；　

3、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
及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3号) 

无

359 济南市中江南水乡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18 营业厅

1、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2、灭火器挪作他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4号) 

无

360
济南市中麦克疯速食休

闲城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3 营业厅

　√5、□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7号) 

无

361
济南市中辉煌鲁西南老

牌坊风味餐厅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1 营业厅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3、□损坏、√挪
用消防设施、器材；√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及

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9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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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济南
舜耕路证券营业部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21 营业厅

　√3、□损坏、√挪用
消防设施、器材；　√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员工不熟悉消防“四个

能力” 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30号) 

无

363  雨露培训学校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1 教学区

1、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2、灭火器挪作他用；　　　　
3、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8733号) 

无

364 婴贝儿母婴广场 
   王慧(主)、

李心明 
2013.10.21 营业厅

1、员工不熟悉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32号) 

无

365
 济南宝贝佳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伟东新都

分公司(复查)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23 教学区

1、　√3、人员密集场
所使用　√不合格、　
□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

产品；

济市公(消)决字[2013]
第0768号   济市公

(消)决字[2013]第0769
号 

无

366 山东省济南西藏中学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2 教学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11、其
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安保人员未掌握消防知

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776号) 

无

367 银丰大厦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22 营业厅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3、□损坏、√挪
用消防设施、器材；√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员工不熟悉消防“四个

能力” 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977号)

无

368 泓舜艺校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22 教学区

1、灭火器被挪作他用　　　　　　
2、广告牌架遮挡消防疏

散指示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73号) 

无

369
   济南漱玉平民大药
房有限公司阳光舜城店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2 营业厅

1、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2、安全出口处堆放货物　　　　　
3、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74号) 

无

370
济南市中麦克疯速食休

闲城(复查)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3 营业厅

灭火器标识内容不全、
筒体无钢印

  济市公(消)决字
[2013]第0774号    济
市公(消)决字[2013]第

0775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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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济南市中阳光海良子健

身中心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3 营业厅

　√1、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配置、
设置不符合标准；

　　√2、消防设施、器
材、消防安全标志未保
持完好有效；　√11、
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
部分员工未掌握消防“
四个能力”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6号) 

无

372 山东天舜大厦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3 营业厅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5、□占
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　
√11、其他消防安全违

法行为：
1、 安保人员火灾处置

程序不了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8号) 

无

373  韦特斯洗衣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3 营业厅

1、个别员工未掌握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2、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　　　
3、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1号)

无

374
建联中药店（玉函小

区）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23 营业厅

1、灭火器被挪作他用　　　　　　　　　
2 、员工不懂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3、药品广告架遮挡疏散

指示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59号) 

无

375
济南四季厨房海鲜餐饮

有限公司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24 营业厅

1、厨房油烟机未及时清
理　　　　　　　　　　

2、灭火器挪作他用　　　　　
3、个别应急照明灯照明

亮度不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7号) 

无

376 山东华国宾馆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4 营业厅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5、□占
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　
√11、其他消防安全违

法行为：
安保人员火灾处置程序

不了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9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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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济南市中天行健商务

SPA会馆 
 王慧(主)、李

心明 
2013.10.24 营业厅

1、个别员工未掌握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2、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　　　
3、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40号)

无

378  曲姿减肥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4 营业厅

1、灭火器被挪作他用　　　　　　　　　
2 、员工不懂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3、广告架遮挡疏散指示

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8号) 

无

379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济南第六十三

加油站 

李心明(主)、王
慧 

2013.10.25 加油区

　√2、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

完好有效；
　　√3、□损坏、√挪
用消防设施、器材；√
11、其他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
员工未掌握消防“四个

能力”等知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7号) 

无

380
荣成市石岛宾馆有限公

司济南石岛山庄 
   李心明(主)

、王慧  
2013.10.25 营业厅

1、楼梯间堆放杂物　　　　　
2、部分疏散指示标识脱

落　　　　　
3、安保人员火灾处置程

序不了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8号) 

无

381 华纳超市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5 营业厅

1、员工未掌握消防“一
懂三会”等知识　　　　

2、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　　　
3、部分消防标识脱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60号) 

无

382
超意兴餐饮有限公司伟

东新都店 
王慧(主)、李心

明 
2013.10.25 营业厅

1、一处安全出口处堆放
杂物　　　　　　　　　

2 、部分员工不懂消防
“一懂三会”等知识　　　　　　　　　　　

3、厨房操作间油烟机未
及时清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9号) 

无

383 济南市中康华商店 刘洋、于菲
2013.10.28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1号)

无

384 长清大素包1 刘洋、于菲
2013.10.28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2号)

无

385 济南明新蒸馏水销售部 刘洋、于菲
2013.10.28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70号)

无

386 体育彩票01198站 刘洋、于菲
2013.10.28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7269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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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皮件门市部 刘洋、于菲
2013.10.25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3号)

无

388 纬一路翟记龙虾 刘洋、于菲
2013.10.25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4号)

无

389  徐福祥烩面 刘洋、于菲
2013.10.25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5号)

无

390
济南市市中区自由空间

专卖店
刘洋、于菲

2013.10.25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56号)

无

391  新新小饭桌 刘洋、于菲
2013.10.24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6号)

无

392
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行

社
刘洋、于菲

2013.10.24

一层

1、疏散通道放置杂物，
当场改正；

2、疏散指示安装错误，
当场改正；

3、事故应急照明未插电
源，当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9号)

无

393  济南桃酥大王 刘洋、于菲

2013.10.24

一层

灭火器挪用，未分组放
置，事故应急照明未插
电源，消防车通道被停

车占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8号)

无

394  鑫倩保健品 刘洋、于菲
2013.10.24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267号)

无

395
济南市中慧朋办公用品

经营部
刘洋、于菲

2013.10.23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3号)

无

396
济南市中艺华雕刻服务

部
刘洋、于菲

2013.10.23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4号)

无

397  济南市中利源印务部 刘洋、于菲

2013.10.23

一层

疏散通道放置杂物，当
场改正；疏散指示安装
错误，当场改正；事故
应急照明未插电源，当

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6号)

无

398 济南市中科佳图文中心 刘洋、于菲

2013.10.23

一层

灭火器挪用，未分组放
置，事故应急照明未插
电源，消防车通道被停

车占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5号)

无

399 济南市中扬子图文 刘洋、于菲
2013.10.22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6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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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济南市中泉舜中天印章

雕刻公司
刘洋、于菲

2013.10.22

一层

疏散通道放置杂物，当
场改正；疏散指示安装
错误，当场改正；事故
应急照明未插电源，当

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9号)

无

401
济南市中宏达工艺雕刻

部
刘洋、于菲

2013.10.22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7号)

无

402
济南市中永顺印务经营

部
刘洋、于菲

2013.10.22

一层

灭火器挪用，未分组放
置，事故应急照明未插
电源，消防车通道被停

车占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068号)

无

403 济南市中东东发廊 刘洋、于菲

2013.10.21

一层

灭火器挪用，未分组放
置，事故应急照明未插
电源，消防车通道被停

车占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1号)

无

404 玉莲泉烟酒店 刘洋、于菲
2013.10.21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0号)

无

405 床上用品店 刘洋、于菲
2013.10.21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19号)

无

406
济南市中速达印章刻制

部
刘洋、于菲

2013.10.21

一层

疏散通道放置杂物，当
场改正；疏散指示安装
错误，当场改正；事故

应急照明
未插电源，当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22号)

无

407 经四路赵家米饭 刘洋、于菲
2013.10.18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99号)

无

408 福荣商店 刘洋、于菲
2013.10.18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0号)

无

409  济南市黄焖鸡米饭店 刘洋、于菲

2013.10.18

一层

1、灭火器挪用，未分组
放置，当场改正；

2、事故应急照明未插电
源，当场改正；

3、消防车通道被停车占
用，当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1号)

无

410  兴达中介 刘洋、于菲

2013.10.18

一层

疏散通道放置杂物，当
场改正；

疏散指示安装错误，当
场改正；

事故应急照明未插电
源，当场改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702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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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市中三元里诊所 刘洋、于菲
2013.10.17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8号)

无

412  济南市中紫燕百味鸡店 刘洋、于菲
2013.10.17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79号)

无

413
山东麦当劳有限公司济

南大观园餐饮
刘洋、于菲

2013.10.17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0号)

无

414 济南市中天源百货商行 刘洋、于菲
2013.10.17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81号)

无

415 日照绿茶专卖 刘洋、于菲
2013.10.16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1号)

无

416  济南市中琪琪文具 刘洋、于菲
2013.10.16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2号)

无

417 济南市中能高百货商行 刘洋、于菲
2013.10.16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3号)

无

418 富之源平价超市 刘洋、于菲
2013.10.16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64号)

无

419 济南市中唐人茶坊 刘洋、于菲
2013.10.15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28号)

无

420 济南市中诺晨烟酒店 刘洋、于菲
2013.10.15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26号)

无

421 济南市中中国移动 刘洋、于菲
2013.10.15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27号)

无

422 济南市昕昕商店 刘洋、于菲
2013.10.15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7629号)

无

423 市中三元里诊所 刘洋、于菲
2013.10.14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3号)

无

424 济南市中康华商店 刘洋、于菲
2013.10.14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1号)

无

425  市中诺曼帝美发店 刘洋、于菲
2013.10.14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0号)

无

426
济南市中欣诺图文工作

室
刘洋、于菲

2013.10.14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602号)

无

427 照相器材店 刘洋、于菲
2013.10.12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4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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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济南市中红太阳彩扩部 刘洋、于菲
2013.10.12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72号)

无

429 顺鑫商店 刘洋、于菲
2013.10.12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230号)

无

430  电话超市 刘洋、于菲
2013.10.12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229号)

无

431
济南市市中荣磊东岳理

发工具店
刘洋、于菲

2013.10.11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6号)

无

432  科佳图文 刘洋、于菲
2013.10.11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09号)

无

433
济南市中大宋图文复印

店
刘洋、于菲

2013.10.11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4号)

无

434 名阳印务 刘洋、于菲
2013.10.11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225号)

无

435 济南市中冬梅精剪 刘洋、于菲
2013.10.10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2号)

无

436 济南市中于姐美容屋 刘洋、于菲
2013.10.10

一层
电闸下堆放杂物，安全
出口指示标志不亮，四
个能力掌握不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1号)

无

437 济南市中养颐堂足疗 刘洋、于菲
2013.10.10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3号)

无

438 艺泉茶庄 刘洋、于菲
2013.10.10

一层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不
亮，四个能力掌握不熟

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24号)

无

439  济南市中大众理发店 刘洋、于菲

2013.10.9

一层

1、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员工一懂三会掌握

不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3号)

无

440
 济南市中快乐圆女子减

肥院
刘洋、于菲

2013.10.9

一层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2、1具应急照明灯未接
电；3、标准化标识不完

善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2710号)

无

441 杭州理发 刘洋、于菲

2013.10.9

一层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擅自挪用灭火器；
　3、部分应急照明灯未

接电；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1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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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济南市中富然保健会所 刘洋、于菲

2013.10.9

一层
1、员工一懂三会掌握不

熟练；　　　　　　　　　
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7712号)

无

443 济南市中经二路理发店 刘洋、于菲
2013.10.8

一层
遮挡消火栓，灭火挪作
他用，存在少量塑料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8号)

无

444 3+3棋牌社 刘洋、于菲
2013.10.8

一层
遮挡安全出口，擅自挪
用灭火器，员工不掌握

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6号)

无

445 济南市中友谊休闲馆 刘洋、于菲
2013.10.8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未插电，员工不掌握

一懂三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7号)

无

446 济南市中东东发廊 刘洋、于菲
2013.10.8

一层
电闸下堆放杂物，安全
出口指示标志不亮，四
个能力掌握不熟练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9789号)

无

447 聚雅斋 刘洋、于菲

2013.10.24

一层

1、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
料聚氨酯泡沫彩钢板搭

建房屋；
2、未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员工消防常识不掌

握；
3、疏散楼梯设置不符合

要求，宽度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236号)

无

448 济南市中区沃客宾馆 刘洋、于菲

2013.10.22

一层

1、锁闭一安全出口；
2、员工不掌握四个能

力；
3、走廊灭火器指针未指
示在绿色区域内，依据
《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

定规则》
（GA588-2005），现场
判定为不合格消防产品

。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83169号)

无

449 济南市中区沃客宾馆 刘洋、于菲

2013.10.23

一层

1、值班室角落一灭火器
无标识，保险销的铅封
脱落，依据《消防产品

现场检查
判定规则》（GA588-
2005），现场判定为不

合格消防产品；
2、锁闭一安全出口；
3、走廊堆放杂物；

4、装饰品遮挡消火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93989号)

无

注：1.每月27日前上报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各地可根据需要增减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