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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检查时间 违法内容 法律依据 拟处罚措施

淄博海飞翔酒店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3 . 12 . 31 封闭安全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已立案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2014 . 1 . 2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立案

博市芒果餐饮娱
乐有限公司莲池
分店

2014 . 1 . 6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 已立案

山东宏程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14 . 1 . 8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立案

淄博张店丽文网吧 2014 . 1 . 8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立案

淄博柒天酒店有
限公司

2014 . 1 . 8 未进行消防设计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已立案

淄博市科技苑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4 . 1 . 7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立案

淄博市竞技体育学校 2014 . 1 . 13 未进行竣工验收消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已立案

淄博张店九城网吧 2014 . 1 . 13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立案

淄博康盛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4 . 1 . 15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立案

淄川服装城齐乐
电子游艺厅

2014 . 1 . 20 消防车通道内停放车辆 已现场整改完毕

淄川商城新世界
动漫游乐场

2014 . 1 . 20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未
连接电源

已现场整改完毕

淄川般阳e族动漫
游乐场

2014 . 1 . 21 疏散通道内堆放杂物 已现场整改完毕

淄博高新区石桥
顺意海鲜楼

2013 . 9 . 29
1 .五层员工集体宿舍未进
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2 .消
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和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
分别给予淄博高新区石桥
顺意海鲜楼罚款人民币捌
仟元、贰仟元整的处罚

山东永安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14 . 1 . 13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
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之规定将予以行政处罚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冯岩) 自去年12月9日，本报联合淄博市消防
支队开展防患未“燃”系列活动，号召市民举报身边的消防隐患，减少火灾发生，提高防火安全意识活
动开展以来，受到了市民的热烈关注。不少市民拨打热线电话举报身边的消防隐患，针对市民举报的
火灾隐患，消防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作出相应处罚，并要求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彻底消除火灾
隐患（首批存在消防隐患单位见下表）。市民可继续拨打本报热线2272168，举报身边的消防隐患。

发发现现火火灾灾隐隐患患，，请请拨拨本本报报热热线线
淄博消防隐患曝光台开通，首批存隐患单位被曝光

沂源县供电公司：

员工走上讲台
反思事故

本报讯 1月12日至17日，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开展了为
期一周的安全“反思”活动，各
班组、供电所认真组织学习了
国家电网、国网山东省电力和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下发的事故
通报，对每一起事故都进行了
认真反思，并结合日常工作让
每位员工都走上讲台，探讨认
识和看法。

大家纷纷发言和表态，一
致认为要确保安全常态运行机
制，就必须从思想上牢固树立

“违章就是事故”的理念。
(徐君 赵文锦 孙兆军)

岁末年初培训忙

本报讯 从1月12日至17

日，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利用
岁末年初一周的时间，以“思、
查、改”安全活动为契机，积极
组织开展了冬季培训活动。

依据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14年冬季安全培训工作要求
和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工作安
排，为确保工作人员充分理解
和熟记各项应知的安全规定，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利用岁末
年初的空档时间掀起了“学、
讲、背《安规》”学习热潮。

(徐君 赵文锦 庄彬)

饭店变压器冒烟

供电员工急抢修

本报讯 1月16日11时50

分，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农电
员工王先中、王化田刚刚为中
庄中学更换完断漏器、开关后，
取出碗筷，领上饭菜，还没吃两
口，电话就响了起来，

“请您马上到中庄镇‘十里
香’饭店进行抢修，饭店里几十
号人在等着就餐呢，现场有人
看到变压器在冒烟。”王先中和
王化田扔下饭碗，带上抢修工
具，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就赶到
了“十里香”饭店。

经检查，是饭店内部总保
护器、接触器因过负荷过热被
烧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
12点45分，“十里香”饭店厨房
里又开始忙活起来。

(徐君 赵文锦 任廷友)

被堵可微信喊车主移车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您
停放的机动车被其他车辆阻挡
无法驶出，您可以选择张店交警
微信平台的‘自助移车’功能，为
您解决这个麻烦。”张店交警大
队相关负责人说，只需要输入对
方的车牌号码，对现场情况进行
拍照，并将您的位置信息一并发
送至微信平台。系统将自动匹配
车辆库，提醒对方移车。

在微信的使用过程中，还可
以点击“信息查询”中的“交通违
法查询”，然后按照提示信息，输
入机动车车号 (大型车需标注

“大”)和车辆识别号码后六位，
即可查询车辆是否有交通违法
未处理。有交通违法记录的车主
可查询到交通违法时间、地点、
违法行为等内容，方便车主及时
处理违法行为。

快处快撤小事故避免大拥堵

“9时48分，发生的轻微追
尾事故，9时 5 4分，就处理完
毕。”张店交警利用微信平台处
理轻微交通事故，满足了当下
驾驶员的处理需求，快处快撤，
避免了“小事故”造成“大拥
堵”，提高了利用科技信息化手
段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只要车主有一部具备上网功能
的智能手机，且在微信软件中
添加“张店交警”微信平台公众

账号，即可进行轻微事故远程
处理。

“ 适 用 于 人 无 伤 ，车 可
移，单车损失不过5000元的轻
微刮擦事故。”张店交警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到，目前投
保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太平
洋保险公司及中华联合保险
公司这三家保险公司的机动
车，适用交警微信平台轻微
事故快速理赔。

路况信息及时发送给用户

据记者了解，群众出行之前，
可通过“张店交警”微信公众平
台，查询城区路网路况信息，交警
将监控观测情况和群众上报拥
堵信息发送给用户，让群众自行
规划合理出行路线。

将来，有望利用城区各
处交通信息采集设备自动采
集、研判，形成道路交通状况
的历史信息、实时信息、预测
信息，通过微信平台，自动向
群众发布。

淄博交通管理步入“手机时代”

轻轻微微事事故故发发微微信信66分分钟钟处处理理完完
22日，记者从张店交警大队了解到，“张店交警”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升级研发，具备了轻微事故远程处理、交通违法查询询、自

助移车、路况查询、拥堵上报、车驾管业务服务、最新交通资讯七个服务模块，实现了轻微事故处理、交通安全宣传、、安全隐患排
查、便民利民服务。

本报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杨丽 王玲

张店交警大队指挥控制中心正在进行交通事故远程处理。
本报记者 孙慧瑶 摄

深入隧道3000米

检查用电设备

为保证春节期间不停电，
亮堂过大年，国网沂源县供电
公司深入企业、居民家中和各
工程施工现场，逐一检查用电
设施，确保春节期间安全用电。

图为该公司员工杨守利、
焦方岩和国家十二五重点工
程、晋豫鲁高铁东线施工承建
单位中铁2 0局项目部工作人
员，深入隧道步行3000多米，检
查隧道内用电设备。

通讯员 徐君 赵文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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