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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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
市消
防支
队

历城
区消
防大
队

1
济南华滨环联鲁菜皇有

限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9 1至3层

1、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脱岗。2、消防控制室值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5号)

无

2 港沟实验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9 教学楼
1、部分室内消火栓配件
不全。2、灭火器未保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6号)

无

3 西彩石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9 教学楼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7号)

无

4 历城区港沟中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9 教学楼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8号)

无

5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0 教学楼
1、消防档案建设不完善
2、有一个安全出口堵塞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9号)

无

6
济南润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0 车间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60号)

无

7
济南鸿腾山庄餐饮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0 一层

1、  个别疏散指示标志
损坏。2、个别应急照明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61号)

无

8
济南裕德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0 1至6层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62号)

无

9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1 教学楼
1、有一个安全出口堵塞
。2、员工消防安全四个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80号)

无

10 山东省体育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1 教学楼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7号)

无

11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党

校
郭晓东、杜军 2013.10.11 办公楼楼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8号)

无

12
山东省济南职业护理学

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1 教学楼

1、部分灭火器过期失效
。2、个别疏散指示标志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9号)

无

13 历城区殷陈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12 教学楼
1、个别教室只有一个消
防安全出口。2、室内消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81号)

无

14
济南市好利来食品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2 车间

1、部分灭火器失效。2
、缺少消防安全制度。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82号)

无

15 济南市杨格学校 郭晓东、杜军 2013.10.12 三层
1、个别宿舍有一个消防
安全出口。2、无防火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83号)

无

16
济南市历城区港镇圣智

加油站
郭晓东、杜军 2013.10.12 加油站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84号)

无

17
济南华滨环联鲁菜皇有

限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4 1至3层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18 港沟实验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14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19 西彩石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14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0 历城区港沟中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14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5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2
济南润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5 车间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济南
市消
防支
队

历城
区消
防大
队

23
济南鸿腾山庄餐饮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5 一层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4
济南裕德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5 1至6层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5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6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6 山东省体育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6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7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党

校
郭晓东、杜军 2013.10.16 办公楼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8
山东省济南职业护理学

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16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29 历城区殷陈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17 教学楼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30
济南市好利来食品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7 车间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31 济南市杨格学校 郭晓东、杜军 2013.10.17 三层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32
济南市历城区港镇圣智

加油站
郭晓东、杜军 2013.10.17 加油站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33 山东建筑大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18 宿舍
1、  消防安全制度不完
善。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33号)

无

34
济南博润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18 车间

1、部分灭火器失效。2
、缺少消防安全制度。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34号)

无

35 山东富源化工有限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18 车间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35号)

无

36 济南港合加油站 郭晓东、杜军 2013.10.18 加油站
1、缺少防火毯。2、部
分灭火器过期失效。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36号)

无

37
济南华滨环联鲁菜皇有

限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22 1至3层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4号)

无

38 港沟实验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22 教学楼
1、部分室内消火栓配件
不全。2、灭火器未保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5号)

无

39 西彩石小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22 教学楼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6号)

无

40 历城区港沟中学 郭晓东、杜军 2013.10.22 教学楼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7号)

无

4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郭晓东、杜军 2013.10.23 教学楼
1、消防档案建设不完善
2、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2号)

无

42
济南润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23 车间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3号)

无

43
济南鸿腾山庄餐饮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23 一层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4号)

无

44
济南裕德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郭晓东、杜军 2013.10.23 1至6层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5号)

无

45
济南市成泰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福康堂药店

王璐、张乐民 2013-10-8 场所内 无 无

46
济南市益健堂大药房有
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复

王璐、张乐民 2013-10-8 场所内 无 无



济南
市消
防支
队

历城
区消
防大
队

47
济南市博文实达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博文网络家

王璐、张乐民 2013-10-8 场所内 无 无

48
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8 场所内 无 无

49 红樱桃KTV 王璐、张乐民 2013-10-11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1号)

无

50 369KTV 王璐、张乐民 2013-10-11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灭火器压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2号)

无

51 丫丫KTV 王璐、张乐民 2013-10-11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灭火器压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3号)

无

52 华都歌城 王璐、张乐民 2013-10-12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5号)

无

53 钻石KTV 王璐、张乐民 2013-10-12 场所内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应
急照明灯，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3号)

无

54 芙蓉茶楼 王璐、张乐民 2013-10-12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4号)

无

55 百度歌城 王璐、张乐民 2013-10-12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灭火器压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9号)

无

56
济南市启创电器有限公

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13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8号)

无

57
济南成泰大药房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益众平民

王璐、张乐民 2013-10-13 场所内
安全出口锁闭，灭火器
失效，应急照明灯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08号)

无

58 中华歌城(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14 场所内 无 无

59 鸿腾三饼鲁菜坊郭店店 王璐、张乐民 2013-10-14 场所内
安全出口锁闭，灭火器
失效，应急照明灯不足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0号)

无

60
济南市历城金榜教育培

训学校
王璐、张乐民 2013-10-14 场所内

楼道内设置木门占用疏
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09号)

罚款人民币1万元

61 369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14 场所内 无 无

62
济南大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02号)

无

63 水木年华KTV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98号)
无

64 百度歌城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灭火器压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6号)

无

65 海格盛世KTV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占用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00号)

无

66 怡然饺子城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灭火器压力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01号)

无

67
济南市历城区爱网人迅
煜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14 场所内 无 无

68 369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16 场所内 无 无

69 丫丫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16 场所内 无 无

70
济南市历城区亿洹商务

酒店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无 无



济南
市消
防支
队

历城
区消
防大
队

71
济南市历城区东城联谊

商厦
王璐、张乐民 2013-10-15 场所内 无 无

72 红樱桃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17 场所内 无 无

73
济南成泰大药房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益众平民

王璐、张乐民 2013-10-17 场所内 无 无

74
济南市启创电器有限公

司(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17 场所内 无 无

75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王璐、张乐民 2013-10-17 场所内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应
急照明灯，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10号)

无

76
鸿腾三饼鲁菜坊郭店店

(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0 场所内 无 无

77 怡然饺子城(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0 场所内 无 无

78
济南大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0 场所内 无 无

79 海格盛世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0 场所内 无 无

80 百度歌城(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1 场所内 无 无

81
济南成泰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福康堂药店

王璐、张乐民 2013-10-21 场所内
应急照明灯不足，占用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27号)

无

82 水木年华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1 场所内 无 无

83 芙蓉茶楼(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1 场所内 无 无

84 华都歌城(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1 场所内 无 无

85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复

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2 场所内 无 无

86
济南益健堂大药房有限

公司第二分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2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3号)

无

87 百度歌城(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2 场所内 无 无

88 钻石KTV(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2 场所内 无 无

89
济南成泰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正茂大药房

王璐、张乐民 2013-10-23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56号)

无

90
济南钢铁集团新事业有
限公司软管分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3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57号)
无

91
济南鲁健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七分店
王璐、张乐民 2013-10-23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58号)

无

92
济南成泰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康文大药房

王璐、张乐民 2013-10-23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59号)

无

93
济南成泰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益众平民大药房

王璐、张乐民 2013-10-24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7号)

无

94
昆明金特安电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4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8号)

无



济南
市消
防支
队

历城
区消
防大
队

95
济南业秀经贸有限责任

公司谢家加油站
王璐、张乐民 2013-10-24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9号)

无

96
济南益健堂大药房有限

公司第三分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4 场所内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应
急照明灯，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74号)

无

97
济南东昊润发经贸有限

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5 场所内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应
急照明灯，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79号)

无

98
济南来美安制衣有限公

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5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80号)

无

99 济南鑫正海绵有限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5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81号)

无

100
济南希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王璐、张乐民 2013-10-25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82号)

无

101
济南钢铁集团新事业有
限公司软管分公司(复

王璐、张乐民 2013-10-27 场所内 无 无

102
济南成泰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正茂大药房(复

王璐、张乐民 2013-10-27 场所内 无 无

103
济南益健堂大药房有限
公司第二分公司(复查)

王璐、张乐民 2013-10-27 场所内 无 无

104
济南成泰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福康堂药店(复

王璐、张乐民 2013-10-27 场所内 无 无

105 济南大山气体有限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09 全部
1、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脱岗。2、消防控制室值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1号)

无

106 济南裕民气体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09 全部
1、部分室内消火栓配件
不全。2、灭火器未保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4号)

无

107 济南益成燃气供应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09 全部
1、部分室内消火栓配件
不全。2、灭火器未保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3号)

无

108
济南德洋特种气体有限

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09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2号)

无

109
中石化山东济南分公司

第26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0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9号)

无

110
中石化山东济南分公司

第25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0 全部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40号)

无

111
山东中惠泽贸易有限公

司 第三加油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0 全部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8号)

无

112
济南华鲁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第一加油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0 全部

1、消防档案建设不完善
2、有一个安全出口堵塞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37号)

无

113
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华山北路CNG加气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1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70号)

无

114
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
限公司将军路加气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1 全部
1、  个别疏散指示标志
损坏。2、个别应急照明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68号)

无

115 将军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1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3号)

无

116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总厂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1 全部
1、有一个安全出口堵塞
。2、员工消防安全四个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4号)

无

117 济南义友加油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1 全部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5号)

无

118
济南大山气体有限公司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4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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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济南益成燃气供应站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4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0
济南德洋特种气体有限

公司(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4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1
济南裕民气体公司(复

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4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2
山东中惠泽贸易有限公
司 第三加油站(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5 全部
1、个别宿舍有一个消防
安全出口。2、无防火巡

合格 无

123
中石化山东济南分公司

第26站(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5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合格 无

124
济南华鲁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第一加油站(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5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5
中石化山东济南分公司

第25站(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5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6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总厂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5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7
将军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6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8
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
限公司将军路加气站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6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29
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华山北路CNG加气站(复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6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30 济南康城仓储有限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7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13号)

无

131
山东统一银座商业有限
公司（银座物流配送中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7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11号)

无

132 山东远创工贸有限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7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12号)

无

133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信用

社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7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14号)

无

134 山东电力建设二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8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部分灭火器过期失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24号)

无

135
济南市历城区辰昇商务

宾馆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8 全部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22号)

无

136
济南维尔康食品有限公

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8 全部

1、个别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2、个别应急照明灯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23号)

无

137
济南市历城区海阔天空

商务会所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18 全部

1、消防档案建设不完善
2、有一个安全出口堵塞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21号)

无

138
天桥区瑞斯雅家具经销

处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1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66号)

无

139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信用

社(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1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0
山东统一银座商业有限
公司（银座物流配送中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1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1
济南康城仓储有限公司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1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2
山东远创工贸有限公司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1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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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正负二度台湾小吃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1 全部
1、  消防安全制度不完
善。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投诉举报，交由派出所
处理

无

144
济南市历城区海阔天空

商务会所(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2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5
济南市历城区辰昇商务

宾馆(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2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6
济南维尔康食品有限公

司(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2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7
山东电力建设二公司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2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48
福建诺奇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分仓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3 全部

1、部分室内消火栓配件
不全。2、灭火器未保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50号)

无

149 济南群康实业有限公司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3 全部
1、部分室内消火栓配件
不全。2、灭火器未保持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51号)

无

150
济钢集团商业贸易有限

公司温泉度假村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3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9号)

无

151 济南黄台大酒店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3 全部
1、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
。2、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1048号)

无

152
天桥区瑞斯雅家具经销

处(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3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53
天桥区瑞斯雅家具经销

处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3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54
济南群康实业有限公司

(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5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55
济钢集团商业贸易有限
公司温泉度假村(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8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56 济南黄台大酒店(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8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57
福建诺奇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分仓(复查) 
王升平、范翠翠 2013.10.28 全部 复查 合格 无

158
济南上好人家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
王兵 、刘坤 2013.10.14 1-3层

1.防火门损坏；2.疏散
指示标志遮挡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49号)

无

159
山东九如山瀑布自然公
园有限公司(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14 1层 锁闭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41号
无

160
济南市洪家楼天主教堂

(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4 二层 灭火器过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44号

无

161
济南上好人家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4 二层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42号

无

162
 山东速发商务酒店有

限公司(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4 1-5层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43号

无

163
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
限公司历城店(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4 一层 电气线路乱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66号
无

164
 山东省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新世纪电影城分公

王兵 、刘坤 2013.10.24 一层 员工不熟悉报警程序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69号
无

165
济南乐购超市东二环店

(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4 一层 遮挡消防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67号

无

166
 济南世纪海蔚商贸有

限公司(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4 一层 锁闭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68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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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济南世纪海蔚商贸有限

公司(复查)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一层

锁闭安全出口、使用可
燃材料装修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268号

无

168 海蔚大厦 王兵 、刘坤 2013.10.23 16层 消防设施损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2349号
无

169
山东速发商务酒店有限

公司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一层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缺
少灭火器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48号)

无

170 济南市洪家楼天主教堂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一层 占用疏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46号)
无

171
山东九如山瀑布自然公

园有限公司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二层 缺少排烟设施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51号)

无

172
山东统一银座商业有限

公司七里堡店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一层 锁闭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866号)

无

173
 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

有限公司历城店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二层 锁闭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26号)

无

174
 济南乐购超市东二环

店
王兵 、刘坤 2013.10.23 1-3层 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25号)

无

175
济南世纪海蔚商贸有限

公司
王兵 、刘坤 2013.10.23 1层

电线比较乱、灭火器过
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924号)

无

176
山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新世纪电影城分公司

王兵 、刘坤 2013.10.23 一层
缺少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标志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863号)
无

177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圆缘园餐厅
王兵 、刘坤 2013.10.23 1-2层

室内栓无水、疏散指示
标志损坏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836号)

无

178
山东省济南市第一中学

分校
许焱、刘花莲 2013-10-23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1061号) 

无

179 济南市历城区第一中学 许焱、刘花莲 2013-10-23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1060号) 
无

180 济南市龙之堡幼儿园 许焱、刘花莲 2013-10-22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1038号) 
无

181 山东管理学院 许焱、刘花莲 2013-10-22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1037号) 

无

182
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中学
许焱、刘花莲 2013-10-15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97号) 

无

183 济南第三十四中学 许焱、刘花莲 2013-10-15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96号) 

无

184 山东金融职业学院 许焱、刘花莲 2013-10-15 场所内
灭火器压力不足，安全
出口锁闭，占用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95号) 

无

185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 许焱、刘花莲 2013-10-15 场所内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应
急照明灯，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94号) 

无

186 九顶塔民俗欢乐园 许焱、刘花莲 2013-10-12 场所内
缺少疏散指示标志、应
急照明灯，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85号) 

无

187
济南跑马岭野生动物世

界股份有限公司
许焱、刘花莲 2013-10-11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69号) 

无

188
济南四门塔风景区管委

会
许焱、刘花莲 2013-10-11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66号) 

无

189
山东水帘峡生态旅游有

限公司
许焱、刘花莲 2013-10-11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30号) 

无

190
济南金象山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许焱、刘花莲 2013-10-9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应急照
明灯不足，安全出口锁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29号) 

无



济南
市消
防支
队

历城
区消
防大
队

191
山东佳汇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许焱、刘花莲 2013-10-9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28号) 

无

192
济南天润红叶谷有限公

司
许焱、刘花莲 2013-10-9 场所内

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
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2013]第00927号) 

无

193
济南市历城区第一中学

(复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8 场所内 无 无

194
山东省济南市第一中学

分校(复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8 场所内 无 无

195
济南市龙之堡幼儿园

(复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5 场所内 无 无

196 山东管理学院(复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5 场所内 无 无

197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

(复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3 场所内 无 无

198
山东金融职业学院(复

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2 场所内 无 无

199
济南第三十四中学(复

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2 场所内 无 无

200
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中学(复查)
许焱、刘花莲 2013-10-22 场所内 无 无

201
山东中曼石油天然气有
限公司小辛庄加气站

许焱、刘花莲 2013-10-8 场所内 无 无

202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分公司第66加

许焱、刘花莲 2013-10-8 场所内 无 无

203
山东新梅园大酒店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09 酒店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17
号

无处罚

204 山东环联小商品市场 冯晓桐、王刚 2013.10.09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12
号

无处罚

205 济南同记陶然商务酒店 冯晓桐、王刚 2013.10.09 酒店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15
号

无处罚

206 夏都金地商业广场 冯晓桐、王刚 2013.10.09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10
号

无处罚

207
济南华龙酒店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08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85
号

无处罚

208
汉庭星空（上海）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济南花园

冯晓桐、王刚 2013.10.08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83
号

无处罚

209
济南华滨环联实业有限

公司环联大酒店
冯晓桐、王刚 2013.10.08 酒店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90
号

无处罚

210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银座华信购物广场

冯晓桐、王刚 2013.10.08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88
号

无处罚

211 历城区广播电视局 冯晓桐、王刚 2013.10.06 电视局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39
号

无处罚

212
济南市历城区幸福时光

娱乐中心
冯晓桐、王刚 2013.10.07 歌城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44
号

无处罚

213
济南市历城区天天向上

歌城
冯晓桐、王刚 2013.10.07 歌城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46
号

无处罚

214
济南市历城区挑战麦克

风量贩式KTV
冯晓桐、王刚 2013.10.06 歌城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40
号

无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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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 冯晓桐、王刚 2013.10.06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37
号

无处罚

216
济南盛景莲花餐饮娱乐

有限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07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45
号

无处罚

217
济南爱购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07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47
号

无处罚

218
济南市历城区宏顺加油

站
冯晓桐、王刚 2013.10.06 加油站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38
号

无处罚

219
济南市历城区泽亨商务

酒店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酒店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93
号

无处罚

220 银座佳驿百花公园店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酒店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92
号

无处罚

221
济南市历城区宏顺加油

站（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0 加油站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181
号

无处罚

222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

(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0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182
号

无处罚

223
济南市历城区挑战麦克
风量贩式KTV(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0 歌城 复查
编号：[2013]第02179

号
无处罚

224
历城区广播电视局(复

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0 电视局 复查

编号：[2013]第02180
号

无处罚

225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银座华信购物广场

冯晓桐、王刚 2013.10.14 广场 复查
编号：[2013]第02259

号
无处罚

226
济南华龙酒店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4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258
号

无处罚

227
汉庭星空（上海）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济南花园

冯晓桐、王刚 2013.10.14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252

号
无处罚

228
济南华滨环联实业有限
公司环联大酒店(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4 酒店 复查
编号：[2013]第02260

号
无处罚

229
济南爱购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3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236
号

无处罚

230
济南市历城区天天向上

歌城(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3 歌城 复查

编号：[2013]第02239
号

无处罚

231
济南盛景莲花餐饮娱乐

有限公司(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3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238
号

无处罚

232
济南市历城区幸福时光

娱乐中心(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3 歌城 复查

编号：[2013]第02237
号

无处罚

233
山东新梅园大酒店有限

公司(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286
号

无处罚

234
山东环联小商品市场

(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市场 复查

编号：[2013]第02284
号

无处罚

235
夏都金地商业广场(复

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广场 复查

编号：[2013]第02283
号

无处罚

236
济南同记陶然商务酒店

(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酒店 复查

编号：[2013]第02285
号

无处罚

23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95
号

无处罚

238 中信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冯晓桐、王刚 2013.10.15 大厅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294
号

无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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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济南市历城区第五中学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学校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77
号

无处罚

240
山东尧圣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1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93
号

无处罚

241
山东巨匠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1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94
号

无处罚

242
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火炬大厦）

冯晓桐、王刚 2013.10.21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91
号

无处罚

243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1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92
号

无处罚

244
济南市商职学院洪楼校

区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学校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74
号

无处罚

245
山东英才银座双语艺术

幼儿园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学校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75
号

无处罚

246
济南市历城区教师进修

学校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学校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376
号

无处罚

247
银座佳驿百花公园店

(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酒店 复查

编号：[2013]第02354
号

无处罚

24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357

号
无处罚

249
中信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大厅 复查

编号：[2013]第02356
号

无处罚

250
济南市历城区泽亨商务

酒店(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0 酒店 复查

编号：[2013]第02355
号

无处罚

251
历城区花样幸福时光娱

乐中心
冯晓桐、王刚 2013.10.18 歌城 不合格

编号：[2013]第02348
号

无处罚

252 历城区广播电视局 冯晓桐、王刚 2013.10.23 电视局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12
号

无处罚

253
济南市商职学院洪楼校

区(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2 学校 复查

编号：[2013]第02407
号

无处罚

254
济南市历城区教师进修

学校(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2 学校 复查

编号：[2013]第02410
号

无处罚

255
山东三箭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3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15
号

无处罚

256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 冯晓桐、王刚 2013.10.23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14
号

无处罚

257
济南市历城区宏顺加油

站
冯晓桐、王刚 2013.10.23 加油站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13
号

无处罚

258
山东英才银座双语艺术
幼儿园（历城）(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2 学校 复查
编号：[2013]第02409

号
无处罚

259
济南市历城区第五中学

(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2 学校 复查

编号：[2013]第02411
号

无处罚

26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历城支行
冯晓桐、王刚 2013.10.24 大厅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32
号

无处罚

26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华龙路营业部

冯晓桐、王刚 2013.10.24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33
号

无处罚

262
济南市历城区挑战麦克

风量贩式KTV
冯晓桐、王刚 2013.10.25 歌城 复查

编号：[2013]第02442
号

无处罚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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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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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消
防大
队

263
济南华龙酒店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4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35
号

无处罚

26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4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34

号
无处罚

265
济南爱购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5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39
号

无处罚

266
济南市历城区天天向上

歌城
冯晓桐、王刚 2013.10.25 歌城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40
号

无处罚

267
济南盛景莲花餐饮娱乐

有限公司
冯晓桐、王刚 2013.10.25 公司

通道占用，遮挡室内消
火栓，通道占用，通道

编号：[2013]第02441
号

无处罚

268
山东尧圣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东环国际广场）

冯晓桐、王刚 2013.10.27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53

号
无处罚

269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凯贝特大厦）

冯晓桐、王刚 2013.10.27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52

号
无处罚

270
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火炬大厦）(复

冯晓桐、王刚 2013.10.27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51

号
无处罚

271
山东巨匠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复查)
冯晓桐、王刚 2013.10.27 公司 复查

编号：[2013]第02454
号

无处罚

272 金鼎俱乐部 王慧萍、陈曦 2013.10.7 俱乐部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03号)

无

273 易柏网络会所 王慧萍、陈曦 2013.10.7 网吧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04号)

无

274
中石化山东济南分公司

第21站
王慧萍、陈曦 2013.10.7 站区

1、灭火器过期2、灭火
器挪作他用3、塑料花4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05号)

无

275
汉庭星空（上海）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山大

王慧萍、陈曦 2013.10.8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34号)

无

276
济南市历城区兴泉海参

馆山大分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8 酒店内部

1、灭火器过期2、灭火
器挪作他用3、塑料花4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32号)

无

277
济南市历城区钻石钱贵

KTV
王慧萍、陈曦 2013.10.8 KTV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35号)

无

278 银座佳驿大酒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8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33号)

无

279 融基大厦 王慧萍、陈曦 2013.10.9 办公楼内部 复查合格 无 无

280
1济南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第五商场
王慧萍、陈曦 2013.10.12 商城内部

1、灭火器过期2、灭火
器挪作他用3、塑料花4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399号)

无

281
2济南如家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12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374号)

无

282
3东润宝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12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368号)

无

283
4济南雅悦酒店有限公

司山大北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2 酒店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397号)

无

284
广州七天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济南市东外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3 酒店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62号)

无

285 济南市丽舍商务酒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3 商城内部
1、灭火器过期2、灭火
器挪作他用3、塑料花4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55号)

无

286 山东农业大厦 王慧萍、陈曦 2013.10.13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61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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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山东银座佳驿酒店有限

公司山大北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3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63号)

无

288
济南金乐元餐饮有限公

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14 酒店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385号)

无

289
济南市林华锅炉有限公

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14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290 济南市兴泉海参馆； 王慧萍、陈曦 2013.10.14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361号)

无

291 中国建设银行历城支行 王慧萍、陈曦 2013.10.14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292
济南市公交物资供销公

司第一加油站
王慧萍、陈曦 2013.10.15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293 历城区鲁汉健身中心 王慧萍、陈曦 2013.10.15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294
山东传世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传世咖啡西餐厅山

王慧萍、陈曦 2013.10.15 酒店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80号)

无

295
山东银座佳驿酒店有限

公司二环东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5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581号)

无

296
济南市历城区金鼎娱乐

中心
王慧萍、陈曦 2013.10.16 建筑物 复查合格 无 无

297
济南易柏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16 建筑物 复查合格 无 无

298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济南石油分公司第21

王慧萍、陈曦 2013.10.16 建筑物 复查合格 无 无

299 济南环联假日酒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9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09号)

无

300
济南市历城区陶然居饭

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19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610号

无

301
山东鸿腾三馆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19 酒店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11号)

无

302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银座东环购物广

王慧萍、陈曦 2013.10.19 商城内部
1、灭火器过期2、灭火
器挪作他用3、塑料花4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08号)

无

303
 山东桃源集团第五餐

饮娱乐有限公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20 饭店内部

1、灭火器过期2、灭火
器挪作他用3、塑料花4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12号)

无

304 济南市历城区传世咖啡 王慧萍、陈曦 2013.10.20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14号)

无

305 济南天雨大酒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0 酒店内部
1、占用消防车通道2、
锁闭安全出口3、疏散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13号)

无

306
济南雅悦酒店有限公司

山大北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0 酒店内部

1、灭火器到期未检修2
、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3]第00615号)

无

307
济南市历城区兴泉海参

馆山大分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1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308
山东银座佳驿酒店有限

公司二环东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1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309 钻石钱贵 王慧萍、陈曦 2013.10.21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310
 广州市七天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济南国际广场

王慧萍、陈曦 2013.10.22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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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山东传世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传世咖啡西餐厅山

王慧萍、陈曦 2013.10.22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312 山东农业大厦 王慧萍、陈曦 2013.10.22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313
山东银座佳驿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山大北路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2 复查 复查合格 无 无

314
济南群康食品有限公司

天雨大酒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3 营业区 复查合格 无 无

315
济南市历城区陶然居饭

店
王慧萍、陈曦 2013.10.23 营业区 复查合格 无 无

316
山东鸿腾三馆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
王慧萍、陈曦 2013.10.23 营业区 复查合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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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