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消防产品抽查检验结果明细表（1）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商标 型号规格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检验结果
样品原

编号

1 JZ190110JD0230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
FJ-BLZD-Ⅰ1

LROE3W
青海力湃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富久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青25

2 JZ190110JD0231 消防应急标志灯 志远
ZY-BLZD-1LR

EⅠ3W-Q

西宁市城北区恒达消防器材经营

部
顺德区均安镇志远照明电器厂 合格 青18

3 JZ190110JD0232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艺光消防
YG-BLZD-1LR

OEⅠ1W-1401
西宁鼎胜鑫消防设备批发部 江门市艺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合格 青05

4 JZ190111JD0748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敏华电工
M-BLZD-1LRO

EⅠ5WCBD
西宁城北敏华电器经营部 江门市敏华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青40

5 JZ190111JD0749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敏华
M-ZFZD-E5W1

103
西宁城北敏华电器经营部 江门市敏华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青42

6 JZ190111JD0750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敏华电工
M-BLZD-1LRO

EⅠ5WCAC
西宁城北敏华电器经营部 江门市敏华电器有限公司 合格 青41

7 JZ190111JD0751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三雄·极

光

SJ-BLZD-2LR

OEⅠ2W-E02
青海开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三雄极光照明有限公司 合格 青38

8 JZ190111JD0752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永程
YC-BLZD-1LR

OEⅠ3W-11
西宁市城北区瑶鑫灯饰经营部 中山市小榄镇永程电器厂 合格 青39

9 JZ190210TJ0239 有衬里消防水带 山河 8-65-25 西宁鼎胜鑫消防设备批发部 高邮市江山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合格 青01

10 JZ190210TJ0240 直流水枪 山河
KY65

QZ3.5/7.5
西宁鼎胜鑫消防设备批发部 高邮市江山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合格 青02

11 JZ190210TJ024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鼎梁消防

DL
MFZ/ABC4 4kg 西宁鼎胜鑫消防设备批发部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03



12 JZ190210TJ0242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

火器
海润 MT3 西宁鼎胜鑫消防设备批发部 兰州天河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04

13 JZ190210TJ024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淮海 MFZ/ABC1 西宁市城北区鑫辉消防器材经营部
焦作电力集团消防器材制造有限

公司
合格 青06

14 JZ190210TJ0244
MFZ/ABC4型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
淮海 MFZ/ABC4 西宁市城北区鑫辉消防器材经营部 徐州市淮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07

15 JZ190210TJ0245 直流水枪 东盛 QZ3.5/7.5 西宁市城北区闽安消防水暖经销部 / 合格 青08

16 JZ190210TJ0246 消防接口 东盛 KD65 西宁市城北区闽安消防水暖经销部 / 合格 青09

17 JZ190210TJ024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柳成
MFZ/ABC4

4±0.08kg
西宁市城北区闽安消防水暖经销部 郑州市柳城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10

18 JZ190210TJ024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绿消 MFZ/ABC4-A 青海冬跃工贸有限公司 潍坊华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11

19 JZ190210TJ0249 有衬里消防水带 水花 8-65-25 青海冬跃工贸有限公司 高邮市新世纪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12

20 JZ190210TJ025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绿消
MFZ/ABC8-A

型
青海冬跃工贸有限公司 潍坊华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13

21 JZ190210TJ0251 直流水枪 沪消 QZ3.5/7.5 西宁城北威斯特消防器材销售部 福建省沪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14

22 JZ190210TJ0252 内扣式接口 沪消 KD65 西宁城北威斯特消防器材销售部 福建省沪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15

23 JZ190210TJ025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薪薪 MFZ/ABC4型 西宁城北威斯特消防器材销售部 山东龙成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青16

24 JZ190210TJ0254 有衬里消防水带 百安 8-65-25 西宁城北威斯特消防器材销售部 百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17

25 JZ190210TJ0255
简易式水基型灭火

器
YUE YANG MSWJ980B 西宁市城北区恒达消防器材经营部 山东镒安东霖防火设备有限公司 合格 青19



26 JZ190210TJ025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中岳 MFZ/ABC4型 西宁市城北区恒达消防器材经营部 郑州市中岳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20

27 JZ190210TJ0257 有衬里消防水带 秦龍 8-50-20 西宁市城北区恒达消防器材经营部 宝鸡市秦龙消防水带有限公司 合格 青21

28 JZ190210TJ0258 直流水枪 大象 QZ3.5/7.5 西宁市城北区恒达消防器材经营部 郑州光明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合格 青22

29 JZ190210TJ0259
简易式水基型灭火

器
海天消防 MSWJ950mL 青海赛腾商贸有限公司 海天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青23

30 JZ190210TJ026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郑韩 MFZ/ABC4型 青海赛腾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电力集团消防器材制造有限

公司
合格 青24

31 JZ190210TJ026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鼎梁消防 MFZ/ABC4 青海力湃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26

32 JZ190210TJ026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鼎梁消防 MFZ/ABC1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27

33 JZ190210TJ026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鼎梁消防 MFZ/ABC2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28

34 JZ190210TJ026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聚梁氏 MFZ/ABC3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29

35 JZ190210TJ0265 直流水枪 双龙 QZ3.5/7.5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福建省双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30

36 JZ190210TJ0266 内扣式接口 双龙 KD65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福建省双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31

37 JZ190210TJ0267 有衬里消防水带 双龙 8-65-25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福建省双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姜堰分公司）
合格 青32

38 JZ190210TJ0268 有衬里消防水带 太洋 8-65-25 西宁朝阳昌隆水暖建材经销部 泰州市太平洋水带衬胶有限公司 合格 青33

39 JZ190210TJ0269 内扣式接口 百应 KD65 西宁市城北区翔云水暖器材经营部 福建省百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34



40 JZ190210TJ0270 内扣式接口 颖龙 KD65 西宁市城北区翔云水暖器材经营部 福建颖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35

41 JZ190210TJ0271 直流水枪 颖龙 QZ3.5/7.5 西宁市城北区翔云水暖器材经营部 福建颖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36

42 JZ190210TJ0272 内扣式接口 聚梁氏 KD65 西宁城北恒旺物资部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青37

43 JZ190211TJ0311
简易式水基型灭火

器
/ MSWJ980 西宁城北区闽防消防器材经营部 湖北普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合格 青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