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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津消防

天津市火灾隐患单位名称（1.3-1.12）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火灾隐患单位名称

盈顺祥餐饮服务（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海雾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萨莉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和平区滨江道店

天津市家贵富侨足底按摩有限公司
雅德陆口腔诊所

华臻（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科技广场大厦）

鑫中天（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家源超市有限公司海光寺商场
天津大牌小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凯奇乐商业有限公司天津南开区第二分公司

天津泊寓经纬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聚丰源管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金水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沸腾鱼乡餐饮八纬路连锁店（新煮意）
天津红星太平洋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烧江南烤肉
天津市康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松山棉店
天津市马可波罗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笑然饭店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建昌道校区）

艾琳（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河北欧文希浦幼儿园
天津市河北区富通干果商行
天津豹厨餐饮有限公司

肯德基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鸿语轩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红桥分公司)

天津市红桥区华菁服装店
平津战役纪念馆
丽筠酒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嘉支行
天津市东丽区逸海天一歌厅
天津古镇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华林公墓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发展集团（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天津祥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津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大铁勺贝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好超值（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天津联盈电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佑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鱼夫歌蒸汽海鲜店
玫瑰庄园

天津鑫湖轩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中圣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浩源圣雲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朵姐优选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世纪新开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铭渲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英都快捷酒店
天津市丰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天津市众家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中芬乳业有限公司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天津市宁河县成裕鑫干鲜果品门市部
天津市七星马自行车有限公司
天津市兴华森亚迪服饰有限公司
天津市蓟州区鑫龙迪汤泉洗浴中心
天津市蓟州区蓝纳尼亚服装店
天津市女人天地服装店
天津市蓟州区裕和菜馆
武清商城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和治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兴达和平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LG化学（天津）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天津普利派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红街商贸有限公司静海独流镇分公司

天津市静海区海之蕴酒店

天津市全仕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天津市盛誉红街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区骞航服装加工厂

天津顺祺服装有限公司

天津勇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旗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易成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渤海石油迎宾馆
中原百货滨海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旅游区南部给水加压泵站）
天津地海集装箱堆场有限公司

天津港北建通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天津秉信包装有限公司

大悍（天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环境自控产品(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今日一品餐饮有限公司

凤凰小镇
忠青粮油店

天津惠民居百货商店
天津艾丝碧西餐管理有限公司空港经济区店

天津港保税区玲鑫源快餐厅
大川小冒冒菜空港店

天津尊月奕妍健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航天神箭幼儿园

钜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物美未来商贸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店）

天津滨海高新区熙蜀留香火锅店
天津炜事达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尚大博学课外培训学校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
天津希诗盾木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大港区远征汽车摩托车维修中心小王庄

责任区

和平区
和平区
和平区

和平区
和平区
南开区
南开区
南开区
南开区
南开区

河东区
河东区
河东区
河东区
河东区
河西区
河西区
河西区
河西区
河西区

河北区

河北区
河北区
河北区
河北区

红桥区
红桥区
红桥区
红桥区
红桥区
东丽区
东丽区
东丽区
东丽区
东丽区
西青区
西青区
西青区
西青区
西青区
津南区
津南区
津南区
津南区
津南区

北辰区

北辰区
北辰区
北辰区
北辰区
宁河区
宁河区
宁河区
宁河区
宁河区
蓟州区
蓟州区
蓟州区
蓟州区
蓟州区
武清区
武清区
武清区
武清区
武清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宝坻区

宝坻区

宝坻区

宝坻区
宝坻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保税区
保税区
保税区
保税区
保税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滨海新区（大港）
滨海新区（大港）
滨海新区（大港）
滨海新区（大港）
滨海新区（大港）

详细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南京路与贵阳路交口东南侧
华开天佑城一层02号

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道南京路199号 号外时尚馆三层301-158号商铺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300号、302号、长春道263号、265号8518号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6号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240号102号商铺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276号
天津市南开区新都大厦A座12层
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302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号南开大悦城购物中心4F-27b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天塔道北侧
天津鲁能城购物中心1F-09/10号铺位

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59号经纬大厦14-24层
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58号
天津市河东区华昌道70号
天津市河东区八纬路100号

天津市河东区琳科东路68号（爱琴海购物公园526、625号房）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9号万象城L5-102

天津市河西区苏州道2号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25号新业广场F2层-A213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845号麦收大厦物业

天津市河西区环湖中路57号

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41号

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街律纬路 31 号
天津市河北区五马路军民里11号楼对过

河北区建昌道与外环线交口
天津市河北区革新道与金钟河大街交口

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12号
天津市红桥区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街道西青道58号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天津市红桥区纪念馆路
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

天津市红桥区康华大厦29号
天津市东丽区开发区一纬路11号
天津市军粮城镇宝仓路5号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津宁高速北侧
天津市东丽区民族东路郭家塔台村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振华里3号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卫津南路269号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北工业园阜盛道1号

永旺天津中北购物中心2层260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南路111号B区天津印象城B1-35单元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工业园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和道18号

天津市津南区经济开发区西区
天津市津南区经济开发区西区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

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环美路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都市产业园天秀道18号

天津市北辰区联东U谷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京津公路津城世贸广场四楼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新大道9号
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福康路192号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小王御史村东（205国道北侧）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112国道旁杨建段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滨新小区商住楼15号（新华道）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业区内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科科村翠贾路西侧

天津市蓟州区中昌北路
天津市蓟州区中昌南大道2号州河湾广场二层L2-10号

天津市蓟州区文昌街中段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迎宾大街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
天津市武清区武清开发区

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镇花城中路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泉发路13号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天宇科技园天宇大道18号

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新开路15号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联盟大街南段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大屯交通队东300米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九龙街12号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办事处前高家口村7排11号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南侧（优尼柯乐器厂院内）

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区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
天津市宝坻区南环东路南侧

天津市滨海新区渤海石油路688号
天津市滨海新区解放路商业街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晨道与安正路交口西北侧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太原道501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藏路555号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西北一街11号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中南四街、泰嘉路以东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158号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翠亨村广场39-16号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泰达1984商业街

天津港保税区临港东方星城院内
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公寓G5-138
天津港保税区环河北路168号
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大道86号
天津港保税区中环东路55号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天发科技园3号楼
滨海科技园高新七路99号

天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96号
高新区迎水道138 号地下一层及地上一至三层

天津市高新区华苑产业区迎水道138号 3 层 1361-F3-C071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镇六间房村
天津市海滨街团结西路222号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118号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西闸村
天津市大港区小王庄镇渡口村

存在的主要隐患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2、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3、少量杂物遮挡室内消火栓；
4、二层配电间内消防配电线路未穿金属导管保护。
1、营业区部分喷淋系统的洒水头被涂料包敷；2、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3、少量杂物占用疏散通道。
1、营业期间厨房操作间与营业区域之间两处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
2、未建立消防安全制度；3、未建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4、无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
1、未建立消防安全制度；2、未建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3、无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
4、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1、厨房区一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2、少量杂物占用疏散通道；3、纸箱遮挡消火栓。
1、部分疏散指示标志故障；屋顶水箱无水；2、11层一处室内消火栓箱玻璃破损；一处室内消火栓胶管破裂； 3、楼
内部分防火门破损；屋顶排烟设施手动启动无效。
1、封闭楼梯间内摆放沙发床等杂物；2、封闭楼梯间内正压送风口被封堵； 3、配电间内堆放杂物。
1、一处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已当场改正；2、车库一处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规定；
3、员工不熟悉消防安全知识；4、一处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1、燃气用具的安装不符合规定；2、员工不熟悉消防安全知识；3、一处灭火器未成组摆放。
1、一层锁闭安全出口；2、店铺内室内消火栓箱门开启，且颜色材料与周围墙面无明显区别，未设置明显标识；3、办
公室内存在使用大功率电器的问题。
1、室内消火栓卷盘未保持完好有效；2、部分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关闭；3、灭火应急预案中承担任务的人员未在岗
在位。
1、防火巡查、检查记录不全；2、消防档案建立不规范；3、部分商户员工对灭火器使用不熟练。
1、防火巡查、检查记录不全；2、个别商户员工对灭火器的使用不熟练；3、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1、楼梯间堆放杂物；2、消防档案不完善。
1、一樘防火门损坏 ；2、消防档案不完善。
1、灭火器巡查记录签名不全；2、提问一名员工不能熟练使用厨房自动灭火装置；
3、后厨操作间与就餐区域防火窗被拆除。
1、电闸箱下方堆放物品；2、巡查检查记录填写不规范；3、个别消火栓箱内水带污损。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已当场整改）；2、提问一名店员对灭火器使用不熟悉；3、一处应急指示灯故障。
1、楼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个别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损坏；3、消防控制室值班未落实双人值班的规定。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已当场整改）；2、提问一名员工不能熟练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的内容；3、收银台接线板
线路杂乱，线路敷设不符合要求。
1、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人员未及时更新；2、检查发现一处室内消火栓内箱水带接口脱口，不方便连接室内栓
（说明单位巡检制度落实不到位）；3、抽查发现微型消防站配置器材部分未保持完好有效；4、一处消火栓泵阀后压
力表故障。
1、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2、该单位消防控制室主机存在故障点；3、该单位厨房内油烟机未及时清洗；
4、大堂内的花瓶遮挡手动报警按钮；5、室外疏散楼梯锈蚀严重。
1、一层一处疏散指示标志被遮挡；2、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3、一处灭火器未放于便于取拿的位置。
1、部分货物堆放堵占消防车道；2、部分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3、员工使用灭火器不熟练。
1、单位消防安全制度制定不规范； 2、抽查一处室内消火栓开启手轮脱落，未保持完好有效；
3、提问当班人员灭火器使用方法掌握不熟练。
1、二楼一个安全出口标志损坏；2、消火栓箱内水带卷法不正确；3、二楼1具灭火器被挪用；
4、二楼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且杂物遮挡室内消火栓。
1、灭火器未成组设置；2、经营区域内部分货物超高码放。
1、报警阀系统两侧压力值差异过大。
1、消防设施巡查记录填写不规范。
1、楼梯间堆放杂物。
1、该单位消防档案不符合规定；2、一处安全出口被锁闭，已当场整改；3、一处室内消火栓水带损坏。
1、厂房内灭火器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2、消防档案不符合规定；3、防火检查、巡查记录不符合规定。
1、泵房堆放杂物；2、无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3、无明确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人员。
1.稳压泵控制柜无法正常启动；2.无防火巡查、检查记录；3.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守，无值班记录。
1.消防喷淋泵主、备泵出水管网蝶阀关闭；2.消防档案不健全；3.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消防安全管理人未签字。
1、消防车通道上搭建限高架，导致消防车无法通行；2、一处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3、广告牌遮挡室内消火栓。
1、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2、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3、未建立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档案；
4、餐车占用疏散通道。
1、消防安全管理人未更新；2、一处疏散指示标志故障；3、多处防火门损坏。
1、一处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2、一处防火门未安装顺序器；3、一处室内消火栓管网阀门被关闭。
1、一层仓库一个室内消火栓被遮挡；2、员工对灭火器使用方法掌握不熟；3、一层车间一个安全出口标志损坏。
1、楼道堆放杂物；2、部分消火栓未配置水带水枪；3、广告牌遮挡消火栓。
1、楼道杂物遮挡消火栓；2、灭火器挪作它用（挡门）；3、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不熟。
1、展牌遮挡室内消火栓；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3、楼梯间堆放杂物。
1、杂物遮挡室内消火栓；2、室内消火栓箱内摆放杂物；3、货物遮挡安全出口。
1、灭火器未成组摆放；2、常用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3、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的内容不熟悉。
1、文具分拣车间南侧仓库房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层的彩钢板搭建；2、分拣车间南侧安全出口被仓库封闭；3、分拣
车间内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1、生产车间内设置员工宿舍，部分疏散指示标志故障；2、未制定消防档案。
1、无培训记录；2、未建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3、未建立消防档案。
1、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2、灭火疏散演练流于形式；3、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掌握不熟知。
1、未制定灭火和应急预案疏散；2、灭火器未成组摆放；3、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1、未建立消防安全制度；2、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不完善；3、无消防演练记录；4、厂房内存放电动自行车；5、消防
控制室未落实双人值班的规定。
1、无电器产品的线路定期维护、检测记录；2、未建立消防安全制度；3、室外消火栓未采取防冻措施。
1、防火检查、巡查记录不完善；2、消防档案未及时更新；3、消防电话有杂音。
1、二层设置床铺,存在住人现象；2、商铺内部分电线未穿管保护；3、电闸箱下存放可燃杂物。
1、车间及宿舍违规停放电动车；2、宿舍地面有烟头，有吸烟现象；3、车间西南侧货物遮挡消火栓。
1、货物堵塞疏散通道；2、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3、收银台处部分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
1、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已责令立即改正；2、灭火器未按规定成组摆放；3、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不完整。
1、防火巡查无记录；2、衣柜遮挡消火栓；3、库房内部分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
1、员工对自身消防安全职责不清；2、店内部分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要求；3、安全出口处存放货物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1、临时货物堵塞通道，当场已整改；2、应急照明灯未通电，当场已整改；3、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管理人未签字；2、预作用报警阀气泵故障；3、部分商户灯具下方存放可燃物。
1、多层车间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2、南侧多层车间环形消防车道设置不符合要求；3、多层车间首层洁净部分
未设排烟设施。
1、两个厂房内的车间与仓库之间未进行防火分隔；2、厨房动火区域与餐厅之间无防火分隔；3、灯具下方存放可燃物。
1、花样年花郡小区堵塞消防车通道问题未整改；2、花样年花乡小区消防报警主机停用。
1、消防档案不符合要求；2、防火卷帘的导轨未喷涂防火涂料；3、室外楼梯周围两米范围内的墙面上设置普通玻璃窗。
1、车间内一处疏散指示标志悬挂不牢固；2、一处安全出口设置档板，影响人员安全疏散；3、员工培训记录不符合规定。
1、一处安全出口标志故障；2、商场内排烟风机排烟口下离货物柜台距离较近；3、控制室值班记录安全管理人未签字。
1、一处疏散指示标志故障灯，已当场整改完毕；2、提问一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不熟练；3、北侧疏散楼
梯间一个应急照明灯未通电，已当场整改完毕。
1、配电室一具应急照明灯故障；2、防火检查记录填写不全；3、安全出口存放杂物。
1、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 2、防火检查巡查记录负责人未签字； 3、消控室值班记录负责人未签字。
1、车间内部分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2、灭火器未摆放在易取用位置；3、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掌握不熟；4、
未对新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1、车间内主疏散通道堆放大量垃圾杂物（服装辅料）未进行清理占用疏散通道；2、车间东南角供奉佛龛并使用明
火烧香，周边堆放大量可燃杂物；3、车间内疏散指示标志为非国标产品，且设置位置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1、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消防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各部门、各岗位人员消防职责不明确；2、未安排人员在
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守，未填写值班记录；3、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2号车间的喷涂线内未按照规
范要求增设火灾探测器；4、未及时清理喷涂车间的废弃可燃物。
1、西侧仓库安全出口被杂物堵塞；2、生产车间内使用非国家标准的安全出口标志；3、无防火检查、巡查记录；4、未
公示“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公示牌。
1、展厅内一具灭火器压力不足；2、员工使用室内消火栓不熟练；3、一层东侧安全出口被杂物遮挡。
1、无电器产品线路定期检测记录；2、消防演练记录不规范。
1、一处疏散指示标志故障；
1、值班室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符合标准；2、日常巡查、检查记录填写不规范。
1、园区内摆放集装箱埋压地下式消火栓；2、园区内摆放集装箱占用消防车通道；3、办公室内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故障，已向消防大队备案，并已落实防范措施；2、“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公示牌未张贴在明
显位置；3、园区内一处室外消火栓未进行防冻处理。
1、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鉴定证人数不足；2、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对消防设备操作不熟悉；
3、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填写不规范。
1、注塑车间外疏散走道堆放杂物；2、单位注塑车间室内消火栓箱内消防水带缠卷方式不符合规定；3、消防控制室
值班人员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操作不熟练，对初期火灾扑救程序掌握不熟。
1、二层办公区域安全出口指示标示故障；2、消防水泵锈蚀较为严重，未进行及时保养维护，且部分标示已缺失；3、
火灾报警控制器存在故障点较多。
1、灭火器摆放不符合标准；2、垃圾桶占用疏散通道；3、员工对消火栓使用不熟练。
1、垃圾桶占用疏散通道；2、广告牌遮挡室内消火栓；3、员工对“四个能力”的内容不熟悉。
1、室内总电闸箱处电器线路敷设不符合标准；2、室内杂物过多未清理，堵塞消防通道；3、疏散楼梯存放杂物，影响
人员安全疏散。
1、电器产品的线路定期维护、检测无记录；2、提问员工“四个能力”不熟悉；3、杂物堵塞疏散通道。
1、无电器产品线路定期维护、检测记录；2、无防火检查及演练记录；3、电源箱下存放可燃杂物 。
1、疏散楼梯下方存放可燃杂物；2、餐厅操作间内电线敷设不规范；3、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四个能力”不熟悉。
1、店内厨房位置1具灭火器被挪用；2、店内后门处杂物占用疏散通道；3、店内1处室内消火栓被桌椅遮挡。
1、该单位“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公示牌上的照片未张贴。
1、室内消火栓因航天城管网维修中暂时无水。
1、值班人员对消防电话使用不熟悉；2、控制柜有三个故障点、有部分反馈未及时复位。
1、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消防安全管理人未签字；2、消防值班人员对卖场的喷淋末端试水装置位置不熟悉。
1、桌子遮挡消火栓，已当场改正；2、单位人员对喷淋末端试水装置的作用不了解。
1、提问员工对消防安全常识不熟悉；2、防火检查巡查记录不详细；3、消防演练记录不详细。
1、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记录不详细；2、二层灭火器未摆放在明显且易于取用的位置；3、办公室使用大功率电器未及时断电。
1、防火检查、巡查不符合规定；2、末端试水装置标识不清；3、电器产品的线路定期维护、检测无记录。
1、车间内停放电动车并进行充电；2、员工操作灭火器不熟练；3、车间内电线杂乱。
1、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2、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3、员工对消防知识掌握不熟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