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统计表（10月份公布执法检查情况明细表）

××市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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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风点 由良、张沛 2013-10-1 施工工地 无

2 唐口姚记麻辣鱼店 焦永伟、曲江 2013-10-8 营业区
占用疏散通道；员工未
经消防安全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3号) 

3 平阴县云海商务宾馆  焦永伟、曲江 2013-10-8 营业区
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要
求；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2号)  

4 平阴县华瑞饭店 曲江、焦永伟 2013-10-8 营业区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
好有效；电器线路敷设

不符合要求。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1号) 

5 平阴县万鑫游艺室 曲江、焦永伟 2013-10-8 营业区
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要
求；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0号) 

6 平阴县实验小学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教学区
挪用消防器材；堵塞疏

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52号) 

7 平阴县特殊教育学校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教学区
挪用消防器材；堵塞疏

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50号)  

8 山东省平阴县第一中学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教学区
挪用消防器材；堵塞疏

散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9号) 

9 平阴县第四中学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教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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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8号) 

10 平阴县孝直中心卫生院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门诊、病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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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7号)

11  孝直镇中心中学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教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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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6号)

12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石油分公司平阴第十三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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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5号)

13 平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0 办公区、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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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44号)

14 平阴县焮烨商务宾馆 焦永伟、曲江 2013-10-9 营业区
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要

求。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8号)

15  济南乐膳坊餐饮有限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9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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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51号) 处罚

16
山东泰程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泰程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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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4号) 



17 中国银行平阴支行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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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3号)  

18 齐鲁银行济南平阴支行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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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2号) 

19 中石化平阴经营处第三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

不符合标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61号) 

20 平阴土产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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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0号)

21 平阴县翠东液化气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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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9号)

22 平阴县供电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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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8号)

23 平阴县佳驿商务宾馆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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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7号)

24
泰安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平

阴分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56号)

25 济南金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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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5号)

26 平阴县百龙商厦责任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54号)

27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0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1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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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53号)

28  平阴县焮烨商务宾馆(复查) 焦永伟、曲江 2013-10-12 营业区 复查不合格 [2013]第01600号 处罚

29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教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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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5号)  

30 中化石油平阴县振兴街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
效；损坏、挪用消防设

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3号) 

31 平阴汇源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
效；损坏、挪用消防设

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2号) 

32
平阴德泉汽配维修有限责任公

司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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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1号)



33 平阴县档案局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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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0号)

34
平阴县爱网人偶遇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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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9号)

35
平阴爱网人昊天网络服务有限

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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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8号)

36 平阴县聚源网络服务中心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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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7号)

37 平阴县全友家私家具店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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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6号)

38 平阴县顺风肥牛火锅城   张沛、李晓川 2013-10-1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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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5号)

39
 济南鲁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元首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2 施工工地 合格

40
阴天地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文翠嘉苑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2 施工工地

占用防火间距；违规明
火作业。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9号)

41
滕州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平阴羲和雅居二期工程项目

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2 施工工地

1.消防水源设置不符合
标准；2.堵塞疏散通
道；3.违规使用明火作

业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6号)

42
 济南铸诚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平阴文化展览中心项目

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2 施工工地

1.挪用消防器材；2.消
防车道占用；3.占用防

火间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4号)

43
济南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瑰丽园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2 施工工地

1.挪用消防器材；2.消
防水源设置不符合标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77号)

44
平阴瑞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文翠嘉苑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2 施工工地 合格

45 青岛啤酒扎啤生态园 焦永伟、曲江 2013-10-14 营业区
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要
求；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1号) 

46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97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14 营业区
损示消防设施；电器线
路敷设不符合要求。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4号)  

47 平阴县孔村卫生院  焦永伟、曲江 2013-10-14 营业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
效；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3号) 



48 平阴县金丽豪游艺中心   焦永伟、曲江 2013-10-14 营业区
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要
求；员工未经消防安全

培训。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2号) 

49
济南锦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盛世兰亭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4 施工工地 合格

50
济南瑞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盛世兰亭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4 施工工地

消防水源不符合要求；
挪用消防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0号)

51
济南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盛世兰亭项目部） 
由良、李晓川 2013-10-14 施工工地 合格

52
内蒙古第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大唐平阴风电二期

项目） 
张沛、由良  2013-10-18 施工工地 未进行竣工消防备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8号)  

处罚

53
 济南天地元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目工

地）   
焦永伟、曲江 2013-10-18 施工工地

1、施工现场灭火器超期
使用，未检修；2、现场
总配电盘未配置灭火

器；3、施工现场未设置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7号)   

处罚

54
 平阴县金鑫建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

目工地）   
焦永伟、曲江 2013-10-18 施工工地

1、施工现场灭火器超期
使用，未检修；2、现场
电气焊作业人员未持证
上岗，未落实消防安全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6号)  

处罚

55
平阴瑞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目工

地）  
焦永伟、曲江 2013-10-18 施工工地

1、施工现场灭火器超期
使用，未检修；2、部分
灭火器损坏；3、工地总
配电盘电线私搭乱接，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5号)  

处罚

56 聚丰旅社  张沛、李晓川  2013-10-19 营业区
使用聚

氨酯泡沫夹芯板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0号)   
临时查封

57 好口福蛋糕房    焦永伟、曲江 2013-10-19 厨房
使用聚

氨酯泡沫夹芯板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89号)   
临时查封

58  平阴县隆泰酒店   焦永伟、曲江 2013-10-21 全部 合格
平公消安检许字[2013]第

0004号  

59
济南乐膳坊餐饮有限公司(复

查)   
焦永伟、曲江 2013-10-21 营业区 复查合格

60
济南天地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目工

地）   
冯波、梁军 2013-10-21 施工工地

1、灭火器数量不足；2
、疏散标志损坏；3、安
全出口锁闭；4、疏散通

道堆放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1号)

61
济南瑞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平阴县幸福里项目工地）  

冯波、梁军 2013-10-22 施工工地

1、总配电箱未设置灭火
器；2、室外消火栓无
水；3、灭火器数量不
足；4、未设置临时消防

水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3号)

62
滕州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平阴羲和雅居二期工程项目

部）   
冯波、梁军 2013-10-22 施工工地

1、总配电箱未设置灭火
器；2、未设置临时消防
水源；3、消防通道堆放

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4号)



63
平阴天地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文翠嘉苑项目部）   
冯波、梁军 2013-10-22 施工工地

1、氧气瓶、乙炔瓶混合
存放；2、电线铺设不符
合要求；3、灭火器数量
不足；4、消防通道堆放

杂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2号)

64 平阴县人民医院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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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6号) 

65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8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擅自停用、拆除消防
设施、器材；2、占用防

火间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7号) 

66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79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擅自停用、拆除消防
设施、器材；2、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通

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0号) 

67 中国农业银行平阴县支行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
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2号) 

68 中国银行平阴支行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损坏、挪用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4号) 

69 平阴县好时光歌城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擅自停用、拆除消防
设施、器材；2、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通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7号) v

70 平阴广播电视台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全部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擅自停用、拆
除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8号) 

71 平阴县供电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全部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9号)

72
平阴德泉汽配维修有限责任公

司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擅自停用、拆除消防
设施、器材；2、埋压、
圈占、遮挡消火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0号) 

73 中石油山东济南第十一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4号) 

74 平阴县翠东液化气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5号) 



75 重庆乡水源火锅平阴旗舰店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擅自停用、拆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8号) 

76
泰安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平

阴分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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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9号) 

77 东阿中心中学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教学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1号)

78 平阴县实验中学 焦永伟、曲江 2013-10-22 教学区
1、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2、占用防火间

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4号) 

79 平阴县古月春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2、擅自停用、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6号) 

80 平阴县幸福时光歌厅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占用、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7号) 

81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0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擅自停用、拆除消防
设施、器材；2、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8号) 

82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石油分公司第五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埋压、圈占、遮挡消
火栓；2、占用防火间

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1号) 

83 青岛啤酒扎啤生态园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占用、堵塞、封闭消
防车通道；2、人员密集
场所门窗上设置影响逃
生、灭火救援的障碍

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2号) 

84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107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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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5号) 

85 中国工商银行平阴县支行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2、擅自停用、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3号) 

86 平阴县洪范农机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2、擅自停用、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6号) 

87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5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占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7号) 

88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1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埋压遮挡消火栓；2
、占用防火间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0号) 



89
中石化平阴经营处第十二加油

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封闭消防车通道；2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
设置影响逃生、灭火救

援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2号) 

90 中石化平阴经营处第九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
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3号) 

91 济南划时代燃气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5号)

92 平阴县全友家私家具店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8号) 

93 平阴县翠东液化气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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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19号) 

94 重庆乡水源火锅平阴旗舰店 张沛、李晓川  2013-10-22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损坏、挪用消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3号) 

95 平阴县宏源金诚大酒店   张沛、李晓川  2013-10-23 营业区
1、遮挡消火栓；2、占

用防火间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6号)   

96 中石油山东济南第十一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3 营业区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
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5号)   

97 济南喜哥玛服装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3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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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9号)   

98 平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3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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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795号)   

99 平阴县宏源金诚大酒店  焦永伟、曲江 2013-10-23 营业区
1、损坏消防设施、器
材；2、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00号)

100
山东泰程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泰程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3 营业区

1、损坏消防设施、器
材；2、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23号)

101 中石化平阴经营处第三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3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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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1号)

102 中国农业银行平阴县支行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1、消防设施、器材、消
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
有效；2、损坏、挪用消

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6号)    



103 平阴广播电视台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全部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5号)  

104 济南龙宝商场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1、擅自停用、拆除消防
设施、器材；2、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4号)    

105  平阴县职业教育中心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教学区
1、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2、擅自停用、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3号) 

106
中国共产党平阴县委员会（县

政协委员会）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办公区

1、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2、擅自停用、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2号)

107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107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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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1号) 

108
中国共产党平阴县委员会（县

政协委员会）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办公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0号) 

109
平阴德泉汽配维修有限责任公

司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1、占用防火间距；2、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9号) 

110 平阴中联微机培训处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1、占用防火间距；2、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8号) 

111 济南福迪生态木业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防火间距；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通

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7号) 

112 济南福迪生态木业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6号) 

1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阴支行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5号) 

114 平阴广播电视台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5号) 

115 平阴县裕源纺织厂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厂区车间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占用防火间

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7号) 

116 星光大道KTV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4号)



117 平阴县旺燊豆捞店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3号) 

118 平阴县豪门庄园小区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全部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2号) 

119
济南济锅华源锅炉有限责任公

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厂区车间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
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40号) 

120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石油分公司平阴第十三加油站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占用、堵塞、封闭

消防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9号)

121 济南乐膳坊餐饮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8号) 

122
平阴瑞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目工

地）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施工工地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
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7号) 

123
平阴瑞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目工

地）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施工工地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6号) 

124
济南天地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平阴县幸福里住宅项目工

地）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施工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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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5号) 

125 平阴县隆泰酒店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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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4号) 

126 平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张沛、李晓川  2013-10-24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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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33号) 



127 中化石油平阴县振兴街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1、占用防火间距；2、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5号)    

128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石油分公司第十五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
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
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6号)

129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2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4号) 

130 中石化平阴经营处第八加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占用防火间距；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3号) 

131
平安民用爆炸物品服务有限公

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全部

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
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2号)

132
平阴县鑫顺民爆物品服务有限

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全部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1号) 

133 山东鸿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厂区

占用防火间距；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通

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70号) 

134 平阴土产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9号) 

135 平阴胶东庄户人家海鲜城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
符合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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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8号) 

136 平阴黄河路燕京大酒店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
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
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7号) 

137
中石化山东济南平阴第十八加

油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6号) 



138 东阿中心中学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5号) 

139
泰安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平

阴分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4号)

140 平阴县全友家私家具店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
效；损坏、挪用消防设

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3号) 

141 中国石油山东济南第85站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损坏、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擅自停用、拆除
消防设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2号) 

142 济南喜哥玛服装有限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厂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
效；损坏、挪用消防设

施、器材；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61号) 

143 平阴县幸福时光歌厅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营业区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
符合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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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0号) 

144 平阴县人民医院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全部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9号) 

145 平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焦永伟、曲江 2013-10-24 厂区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

栓；
责令改正通知书([2013]

第008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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