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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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龙泉酒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场所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16号) 

2 演马标榜理发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1号) 

3 亮亮百货商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4号) 

4 水屯金泉宾馆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18号) 

5 富强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17号) 

6 水屯电动车专卖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2号) 

7 演马家园中国体彩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8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14号) 

8 大杨阿米尼电动车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8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02号) 

9 大杨阿米尼电动车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7号) 

10 庆广家常炒鸡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42号) 

11 回力专卖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8号) 

12 叫花鸡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43号) 

13 召平收购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36号) 

14 牛师傅过桥米线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员工不会报火警；电线私拉乱扯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40号) 

15 华宇广告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店内 灭火器无标识；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9号) 

16 演马全家福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员工不会报火警；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15号) 

17 演马家园中国移动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电线私拉乱扯；灭火器没有黄线管理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19号) 

18 大杨旧货市场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9 店内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堵塞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3号) 

19 亮亮百货商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店内 灭火器无标识；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28号) 

20 绿洲干洗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15号) 

21 大杨旧货市场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1、配电盘下存放可燃物；2、消防疏散指示标
志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23号) 



22 阿城维纳斯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1、闭门器运转不灵活，有卡滞现象；2、灭火
器未安装保险销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22号) 

23 新盛达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34号) 

24 铠铭文具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1、安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配电盘下存放
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10号) 

25 大杨教育书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1、灭火器无标识；2、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13号) 

26 百年御泉酒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灭火器过期，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未设置疏散
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11号) 

27 大杨体育彩票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场所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14号) 

28 马子烧烤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0 场所内 电线乱拉拉扯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41号) 

29 大杨体育彩票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5 场所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2号) 

30 绿洲干洗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5 场所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3号) 

31 铠铭文具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5 场所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1号) 

32 阿城维纳斯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5 场所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4号) 

33 信诺橱柜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5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48号) 

34
济南漱玉平民大药
房纬七路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5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5号) 

35 大杨阿米尼电动车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33号) 

36 富强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30号) 

37 大杨教育书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35号) 

38 水屯电动车专卖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4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电线私拉乱扯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31号) 

39 重庆鸡公 堡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8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占用消防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9号) 

40 康建推拿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8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1号) 

41 朵拉 洗衣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8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3号) 

42 发缘地美发厅1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7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0号) 

43 正良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6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78号) 

44 百年御泉酒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6 店内 1、灭火器数量不够。2、 疏散指示标志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8号) 



45 新盛达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6 店内 灭火器数量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80号) 

46 艺海影楼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6 店内 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7号) 

47 宏强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6 店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疏散通道存放货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79号) 

48 正良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6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缺少。2、应急照明灯缺少。3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59号) 

49 艺海影楼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1、 灭火器筒体变形。2、灭火器铅封脱落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3号) 

50 元首内衣专卖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6号) 

51 禧燕宾馆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7号) 

52 神农 大药 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6号) 

53 背靠背童鞋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1号) 

54 信诺橱柜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4号) 

55 福满佳干鲜果品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2号) 

56
漱玉平民大药房阳
光100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0号) 

57 旅游百事 通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8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8号) 

58 济南群乐购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18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5号) 

59 新盛达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23号) 

60 正良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21号) 

61 演马标榜理发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22号) 

62 德州 扒鸡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2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电线私拉乱扯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2号) 

63 仁心门诊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2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占用消防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4号) 

64
秋日春阳有机营养
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2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9号) 

65 济南鲁润干洗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2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3号) 

66 演马家园中国移动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2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13号) 

67 福润大药房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85号) 



68 红衣阁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1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疏散指示标志不
足。     3、安全通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8号) 

69 艺海影楼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安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单位
员工未经消防安全培训，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不
熟。        3、部分线路敷设为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2号) 

70 演马全家福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 疏散指示标志。      2、应急照明灯不足
。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71号) 

71 演马家园中国体彩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5号) 

72 铠铭文具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应急照明灯缺
少。    3、灭火器压力不足。    4、员工不
会使用灭火器。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不掌握。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7号) 

73 龙泉酒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消防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标志缺少。    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3、员工灭火器使用不熟
悉。4、一懂三会掌握不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78号) 

74 百年御泉酒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9号) 

75 水屯金泉宾馆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3号) 

76 信诺橱柜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4号) 

77 召平收购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61号) 

78 青岛小海鲜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24号) 

79 艺海影楼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77号) 

80 水屯电动车专卖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73号) 

81 大杨旧货市场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3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74号) 

82 美秀理发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59号) 

83
车之家快修美容服
务中心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60号) 

84 特星专卖店1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70号) 

85 富强超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灭火器被遮挡，应急灯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69号) 

86 信诺橱柜厂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82号) 

87 亮亮百货商店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68号) 

88
槐荫区福东阿胶专
营中心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62号) 

89 天之缘发艺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78号) 



90 大杨阿米尼电动车 伊海峰、王杰、李倩倩 2013-10-24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39979号) 

91 星空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8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2号) 

92
山东匡山琪鑫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2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8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1号) 

93 济南星空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8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3号) 

94
济南金德益民匡山
小区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8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5号) 

95 济南槐荫舒心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8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4号) 

96
匡山碧桂园一期地
下车库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8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9号) 

97
济南槐荫天天弘商
务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9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5号) 

98
济南四建集团设备
租赁一分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9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8号) 

99 隆禧园鲁菜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9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7号) 

100
济南山和通达汽车
销售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9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0号) 

101

济南四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木业
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9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26号) 

102 天地人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9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30号) 

103 王师傅汽修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0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92号) 

104
济南市匡山热力中
心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0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89号) 

105 济南槐荫宣烨超市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0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93号) 

106 林丰大酒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0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91号) 

107
济南市槐荫区特莱
维护肤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0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94号) 

108
济南匡山和润物业
有限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0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81号) 

109 王府爆烤鸭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1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2号) 

110 秘方排骨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1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0号) 

111 怡特浓冰激凌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1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1号) 

112 红双喜庆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1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98号) 



113 像海炖菜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1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3号) 

114 标榜美发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1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6号) 

115 舜福来水饺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2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4号) 

116 汇源斋饺子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2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5号) 

117
匡山小区你我他酒
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2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8号) 

118 鑫鑫装修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2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7号) 

119 圣巴黎内衣饰品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2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09号) 

120 螺王龙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2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099号) 

121 名雅美发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9号) 

122 千丝绣房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8号) 

123 隆禧圆大酒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4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7号) 

124
九仟佳美容院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4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3号) 

125
舜意川味源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4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5号) 

126
特莱维护肤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1号) 

127
佰利门业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5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71号) 

128
济南槐荫宏雅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5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2号) 

129
西域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5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6号) 

130

佛山市南海屈臣氏
个人用品商店有限
公司济南华联分公

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5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0号) 

131
济南时代工业品市
场管理有限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5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64号) 

132
济南泉西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5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59号) 

133
济南槐荫星空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6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70号) 

134
槐荫区实验小学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6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0号) 



135
槐荫区实验小学附

属幼儿园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6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2号) 

136
滕州阎老大全羊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6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5号) 

137
济南槐荫舒心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6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4号) 

138
济南槐荫鑫雅居宾

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6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199号) 

139
五洲商务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7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1号) 

140
槐荫区老屯天奇幼

儿园分园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7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3号) 

141
济南槐荫天天弘商

务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7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10号) 

142
腾达维修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7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6号) 

143
济南槐荫德顺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7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12号) 

144
吉通顺华装饰有限

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7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20207号) 

145
济南槐荫三江源酒

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8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69号) 

146
仁爱诊所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8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63号) 

147
济南槐荫开元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8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68号) 

148
金茂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8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75号) 

149
槐荫区老屯天奇幼

儿园分园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8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61号) 

150
福升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18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73号) 

151
鸿达超市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1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71号) 

152
中鲁鑫华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1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6号) 

153
时速网吧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1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4号) 

154
顺泰宾馆一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1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5号) 

155
济南槐荫隆鑫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1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7号) 

156
天奇双语幼儿园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1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192号) 

157
华联超市经六路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2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19号) 



158
济南霞霞音乐茶社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2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17号) 

159
槐荫区张庄路办事

处刘庄村委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2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7号) 

160
槐荫海纳尔家电服

务部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2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09号) 

161
济南市槐荫区鹏程

实业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2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18号) 

162
超意兴槐荫区第二

分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2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20号) 

163
济南谢氏家具厂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3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5号) 

164
景香橼酒楼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3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4号) 

165
桂园酒楼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3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6号) 

166
济南槐荫丰华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3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7号) 

167
来力台球俱乐部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3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3号) 

168
荣力祥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3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8号) 

169
济南槐荫自由呼吸

网苑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50号) 

170
济南槐荫海洋加油

站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4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52号) 

171
济南槐荫菲尔商务

宾馆分店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53号) 

172
济南润丰银行刘庄

分理处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4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49号) 

173
金色起点幼儿园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4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54号) 

174
海洋加油站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4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51号) 

175
荣祥宾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5 店内 占用消防车通道，员工未掌握四个能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98号) 

176
中国移动山东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5 店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灯未接电源，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96号) 

177
济南繁荣商业有限

责任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5 店内 堵塞消防车通道，人员培训不到位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94号) 

178
济南伴云居公寓管

理有限公司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5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97号) 

179
济南槐荫福寿甲鱼

馆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5 店内 灭火器未实行黄线管理、电线凌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300号) 



18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济
南销售分公司第十

九加油站

张可、何学民、巩凌青 10.25 店内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

[2013]第40299号) 

181
百一洗衣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8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59号)

182
永新旅馆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8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5号)

183
康祥足疗保健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8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6号)

184
凌云网吧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8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7号)

185
富有五金建材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8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8号)

186
金阳光宾馆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8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9号)

187
腾运旅馆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9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62号)

188
乐源游艺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9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7号)

189
宝善食品商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9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8号)

190
道德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9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9号)

191
称心美容营市街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9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62号)

192
槐荫尊爵两岸咖啡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9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7号)

193
红日东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0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8号)

194
中国移动诚信通讯

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0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9号)

195
济南槐荫永恒金木

鱼鞋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0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62号)

196
卧芸轩棋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0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7号)

197
长丰宾馆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0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8号)

198
兴济中学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0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9号)

199
食尚阁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1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62号)

20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1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7号)

201
济南金得利快餐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1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8号)



202
济南吉祥混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1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9号)

203
济南鞋柜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1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62号)

204
阳光宝贝儿童摄影

城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1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77号)

205
搜酷外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2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8467号)

206
纬十路万里马皮具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2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8698号)

207
纬十路阿琴万宝露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2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8929号)

208
小川外贸服饰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2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9160号)

209
金木鱼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2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9391号)

210
桐衣坊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2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9622号)

211
绿地工地钢架工程

队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4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9853号)

212
山东电视台少儿艺

术团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4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0084号)

213
槐美彩印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4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0315号)

214
梦之韵歌厅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4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0546号)

215
卧芸轩棋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4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0777号)

216
康辉国旅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4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1008号)

217
中国银行营市街分

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5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1239号)

218
称心美容营市街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5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1470号)

219
小周维纳斯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5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1701号)

220
佳瑞美容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5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1932号)

221
广通房产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5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2163号)

222
兄弟发道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5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2394号)

223

济南换粤机床附件

有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6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2625号)

224 闽信德茶业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6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2856号)



225
山东金春晖冷暖设

备有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6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3087号)

226
济南全彩图文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6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3318号)

227
宏济堂大药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6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3549号)

228
普 利 思 水 站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6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3780号)

229
爱丽丝发艺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7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4011号)

230
星期8休闲自助餐厅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7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4242号)

231
乔丹体育用品专卖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7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4473号)

232
彬依奴休闲服装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7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4704号)

233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
有限公司 经二路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7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4935号)

234
经三纬十粮油食品

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7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5166号)

235
机车医院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8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5397号)

236
济南市建联中药有

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8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5628号)

237
绿园便民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8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5859号)

238
锻压路烧饼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8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6090号)

239
金日宾馆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8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6321号)

240
绿园文具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18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6552号)

241
中国银行中大支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1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66783号)

242
福康花瓣茶莊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1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6421号)

243
军民茶庄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1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6892号)

244
济南多百特液压气

动有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1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7363号)

245
济南鑫瑞拓数控机

床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1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7834号)

246
济南东讯商贸有限

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1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8305号)

247
济南金通利物资有

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2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8776号)



248
槐荫一九老五烧烤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2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9247号)

249
佛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2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89718号)

250
裕东门诊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2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0189号)

251
门市部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2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0660号)

252
蔬菜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2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1131号)

253
理发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3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1602号)

254
山东龙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3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2073号)

255
绿园物业有限责任

公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3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2544号)

256
正仁车行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3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3015号)

257
烧鸡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3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3486号)

258
趵突泉矿泉水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3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3957号)

259
皇政商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4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4428号)

260
山东手足口科医院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4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4899号)

261
搜酷外贸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4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5370号)

262
纬十路中国福彩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4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5841号)

263
佳瑞美容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4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6312号)

264
小周维纳斯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4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6783号)

265
经四路电动工具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5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7254号)

266
阿瓦山寨西市场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5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7725号)

267
诗婷美容院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5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8196号)

268
塑钢加工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5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8667号)

269
彬依奴休闲服装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5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9138号)

270
经三纬十粮油食品

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5 营业区域 堵塞疏散通道；塑料花装饰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9609号)



271
济南众诚伟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于永良、李兆青、巩玉萍、
安进家

2013.10.8 场所内 1、灭火器无标识；2、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49号)

272
济南槐荫闽记康惠

食品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8 场所内

1、配电盘下存放可燃物；2、消防疏散指示标
志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48号)

273
山东青春舞蹈学校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8 场所内

1、闭门器运转不灵活，有卡滞现象；2、灭火
器未安装保险销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47号)

274
信诺灯饰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8 场所内 1、具灭火器无标识；2、安全出口锁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46号)

275
济南豪钢实业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8 场所内

1、安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配电盘下存放
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45号)

276
壠腾饭庄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8 场所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44号)

277
　快艾特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9 店内

1、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源。2、1
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0号)

278
　大业兴济河商城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9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1号)

279
孟鑫超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9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2、
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5号)

280
　百汇威业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9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2号)

281
　格茨兰特美鹰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9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压力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3号)

282
　天地仁和酒店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9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4号)

283
华联超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10.10.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安全出口堵塞。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6号)

284
五洲假日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10.10.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7号)

285
不孕不育医院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10.10.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2、
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8号)

286
安踏专卖点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10.10.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59号)

287
六福人家酒店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10.10.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数量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60号)

288
家和海鲜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10.10.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61号)

289
随缘食府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1 店内

1、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源。2、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62号)

290
济南槐荫好声音歌

城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1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63号)

291
齐鲁证券经十路店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1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不足。2、灭火
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70号)

292
济南压铸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1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67号)

293
皇朝丽都ktv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1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压力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64号)



294
济南宏利达五金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1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72号)

295
华盛印刷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2 店内

1、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源。2、1
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85号)

296
三元印刷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2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87号)

297
山东铭邦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2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不足。2、灭火
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84号)

298
颜氏洪亨鲁菜馆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2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73号)

299
贵和宾馆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2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压力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75号)

300
山东海丰水产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2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080号)

301
祈隆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4 店内 1、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24号)

302
山东压缩机销售中

心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4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25号)

303
金房子水饺城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4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不足。2、灭火
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26号)

304
济南市鲁科教育培

训学校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4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27号)

305
济南中铁设计院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4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压力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32号)

306
济南苗圃花卉中心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4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29号)

307
济南玉泉钢木家具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5 店内

1、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源。2、1
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38号)

308
济南汇川机器制造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5 店内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40号)

309
济南金正衡电子有

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5 店内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2、
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42号)

310
济南金池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5 店内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45号)

311
济南方园环境资材
科技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5 店内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压力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47号)

312
济南正豪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5 店内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50号)

313
济南精轮机电有限

责任公司
于永良、李兆青、巩玉萍、

安进家
2013.10.16 车间 1、灭火器数量不够。2、 疏散指示标志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7号)

314
济南瀚通数控设备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6 办公区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部分线路敷设未
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8号)

315
济南壹行安防器材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6 车间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缺少。  2、灭
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9号)

316
济南车邦化工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6 厂房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90号)



317
济南昊旺润达科技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6 车间

1、疏散指示标志缺少。2、应急照明灯缺少。3
、、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91号)

318

山东好药师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济南

西沙苑店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6 店内 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92号)

319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济南汽

车保修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 17 维修车间 1、安全出口堵塞。2、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6号)

320
济南泉丰纸业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 17 仓库

1、安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配电
盘下存放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5号)

321
济南槐荫鲁西锅炉

配件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 17 厂房

1、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2、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4号)

322
济南市槐荫区鹏程

实业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 17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3号)

323
济南石佛标准件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 17 厂房 1、安全出口堵塞 。2、配电盘下存放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2号)

324
济南槐荫通力电器

成套厂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 17 厂房

1、消防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    2、疏散通
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181号)

325
济南市邮政局吴家

堡邮电支局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8 办公楼

1、疏散通道堆放货物。2、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20213号)

326
济南黄河北店子工
程服务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8 办公楼
1、应急疏散指示标志缺少。2、1具灭火器压力

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60号)

327
济南市槐荫区鹏程

实业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8 厂房

1、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灭火器配置数量少
。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65号)

328
济南兴达集团总公

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8 厂房

1、应急照明灯无法正常使用。2、疏散通道存
放货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66号)

329
济南同鑫实业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8 厂房

1、疏散通道堆放货物。  2、配电盘下存放可
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70号)

330
济南正德科贸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18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疏散通道堆
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172号)

331
济南金象蓬布有限

公司
巩玉萍 2013.10.21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安全出口堆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5号)

332
济南市槐荫联达实

业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1 仓库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配电盘
下存放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6号)

333
济南英泰石油化学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1 厂房 1、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疏散通道被占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4号)

334
济南昌林气囊容器

厂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1 厂房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2号)

335
济南东成机电一体

化研究所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1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安全出口锁闭
。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3号)

336
济南瑞普锅炉配套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1 厂房

1、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2、配电盘下存
放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1号)

337
济南天洋工贸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2 仓库 1、安全出口堵塞。2、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42号)

338
济南嘉庆玻璃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2 办公区

1、安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2、配电
盘下存放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41号)



339
济南亿佳数控机械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2 办公区

1、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2、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40号)

340
济南华福印刷材料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2 车间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9号)

341
济南三迪自动化有

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2 办公区 1、安全出口堵塞 。2、配电盘下存放可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8号)

342
济南联工测试技术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2 车间

1、消防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    2、疏散通
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37号)

343
济南东远化学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3 车间

1、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源。2、1
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66号)

344
济南史密泰克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3 车间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3号)

345
济南华升铁路工贸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3 车间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2、
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0号)

346
济南申海中建物资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3 仓库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5号)

347
济南瑞丰锅炉配套
制造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3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压力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4号)

348
济南金銮高新建材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3 车间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68号)

349
济南卡尼尔科技有

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4 维修车间

1、疏散通道堆放货物。2、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6号)

350
德玛西亚网络会所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4 店内

1、应急疏散指示标志缺少。2、1具灭火器压力
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7号)

351
济南德力玛工业供
电系统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4 厂房
1、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灭火器配置数量少

。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79号)

352
济南金壁辉保洁有

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4 厂房

1、应急照明灯无法正常使用。2、疏散通道存
放货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0号)

353
济南康华试验机制

造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4 厂房

1、疏散通道堆放货物。  2、配电盘下存放可
燃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2号)

354
济南爱克斯机器有

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4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疏散通道堆
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1号)

355
济南喜相逢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5 办公楼 1.灭火器压力不足。2、安全出口堵塞。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9号)

356
济南鼎立元泰机器

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5 办公楼

1、应急照明灯未插电源。2、配电盘下有可燃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6号)

357
山东赫斯本家居制

造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5 厂房

1、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2、
灭火器无标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7号)

358
济南达菲特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5 厂房

1、灭火器筒体严重锈蚀。2、疏散通道存放货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5号)

359
永固五金标准件经

营部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5 厂房

1、部分线路敷设未穿管。  2、灭火器数量不
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4号)

360
济南鸿福包装有限

公司
李兆青、巩玉萍、安进家 2013.10.25 厂房

1、灭火器压力不足。    2、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0283号)

361
槐荫鑫志网吧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8 营业区域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15267号)



362
绿色家园房产裕园

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8 营业区域 灭火器过期；堵塞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98675号)

363
杰玛仕自行车专卖

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8 营业区域 灭火器无标识；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46423号)

364
壁挂炉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8 营业区域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55634号)

365
杭州饭店 丁健 张真瑜 赵鹏鹏 2013.10.28 营业区域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第
37597号)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统计表（公布执法检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