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消安【2022】 1 号

关于调整 2022 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火灾
高危单位的通知

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加强和规

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火灾高危单位监督管理。根据《湖南

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湘公发〔2013〕21 号）、

《湖南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湘政办发〔2013〕

48 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消防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衡消网发﹝2020﹞7 号）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区

消安委决定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火灾高危单位进行调整，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区消防救援大队纳入监督抽查范围的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共 126 家(前面标有“★”的为火灾高危单位)，具体名单

见附件。

二、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规定的职责，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努力实现“消防安全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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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隐患自除，消防责任自负”的自我管理与约束机制，确保

本单位消防安全。

三、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规定的职责，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明确消防安全责

任人、管理人，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建立并完善消防档

案，强化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开展“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

活动，努力实现“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消防责任自

负”的自我管理与约束机制，确保本单位消防安全。

四、对未列入 2022 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的单位，

各公安派出所要依据《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安派出所消防监

督管理规定〉的通知》（湘公通[2011]129 号）的要求，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列管并严格按照《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的

要求，实施消防监督抽查，抽查的量化标准根据省、市有关

规定执行。

附件：南岳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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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一、国家机关（6 个）

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南岳区委员会（南岳区祝融南路 59

号）

衡阳市南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南岳区祝融南

路 59 号）

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政府（南岳区祝融南路 59 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南岳区委员会（南岳区祝

融南路 59 号）

南岳区人民检察院（南岳区禹王路 150 号）

南岳区人民法院（南岳区黄金路）

二、广播、电视和邮政、通信枢纽（4 个）

衡阳市南岳区融媒体中心（南岳区金沙路 261 号）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南岳分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169 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衡阳市南岳区分公司

（南岳区方广路 2 号）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衡阳市南岳区分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133 号）

三、县级电网经营企业（1 个）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衡阳市南岳区供电分公司（南岳区

万福路 46 号）

四、金融、保险机构类及其他类（7 个）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岳支行（南岳区衡山路 270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岳支行（南岳区祝融路

398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南岳支行（南岳区独秀

路 50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南岳支行（南岳区独秀

路 202 号）

衡阳市南岳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岳区祝融

路 316 号）

衡阳市人寿保险南岳支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137 号)

衡阳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岳分公司（南

岳区祝融南路 135 号）

五、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堂、

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48 个)

★衡阳市南岳区逸山逸水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南岳区金

沙路 8 号）

★衡阳寿岳衡山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南岳区南岳镇祝

融南路与广济路交汇处）

衡阳市南岳区财富山庄（南岳区半山亭景区）

★衡阳市南岳君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173 号）

★衡阳南岳区金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维也纳酒店）（南

岳区祝融路 232 号南都尚品）

衡阳市南岳区东方泉水疗会所酒店（南岳区南岳镇祝融

路 232 号）



湖南衡阳华开大酒店有限公司（华天假日大酒店）（南

岳区祝融路 195 号）

江西五悦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衡阳市南岳分公司（南

岳区鑫盛路 51-53 号）

衡阳市南岳区君廷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68 号）

衡阳秉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雅斯特酒店）（南岳区金

月村月星组）

衡阳市南岳区福源宾馆（南岳区东环路名人苑 1-2 栋 2

楼）

湖南家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南岳区鑫盛路 63 号）

衡阳万怡清卿酒店有限公司（南岳区方广路 101 号）

衡阳市南岳区天际桃源大酒店（南岳区方广路 47 号）

衡阳市南岳区二十一世纪酒店（七天酒店）（南岳区南

岳镇方广路 79 号）

衡阳市南岳区方广酒店（莫林风尚酒店）（南岳区车站

路 2 号附三医院侧）

衡阳市南岳君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缦吉酒店（南岳区祝

融路 173 号）

衡阳市南岳金瑞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南岳金瑞大酒

店（南岳区金沙路 58 号）

衡阳市南岳区豪泰酒店有限公司（南岳区鑫盛路 236号）

衡阳市南岳区新世佳宾馆（速 8 酒店）（南岳区南岳镇

衡山路 247 号）



衡阳市南岳区锦福宾馆（如家酒店）（南岳区金月村）

衡阳市石鼓区银雁装饰经营公司南岳银苑宾馆（南岳区

祝融北路 189 号）

衡阳市古月加贝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南岳区耕耘路 B 栋

18 号）

衡阳市天溪别苑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南岳区福严寺西侧）

衡阳市南岳区福地昌荣酒店有限公司（麗枫酒店）（南岳

区方广路 43、45、49、51、53、55 号）

湖南简桥酒店有限公司（亚朵酒店）（湖南省衡阳市南

岳区衡山路 588 号）

衡阳市南岳区栖星阁酒店（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武广路

15、17 号）

衡阳市融峰大酒店有限公司（怡程酒店）（湖南省衡阳

市南岳区方广路与衡山路交叉路口南侧，附三医院门口南侧）

衡阳市南岳区传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岳区祝融

路 187 号）

传奇（湖南）文化演艺有限公司（南岳区广济路 5 号）

衡阳市南岳区温莎城歌舞厅俱乐部（南岳区祝融路 35

号）

衡阳美波风采中医保健有限责任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88

号）

衡阳市南岳区康悦故事足浴馆（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祝

融路 232 号 1 栋 201）

衡阳市南岳区积木熊娱乐中心（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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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路 3 号 3 栋 1 层 03 号）

衡阳市南岳区昊松冰雪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

衡阳市南岳区广济路 3 号 3 栋-04）

衡阳祥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星空幻境）（湖南省衡阳

市南岳区广济路 3 号 6 栋-01-01、6 栋-02-01）

云顶健身（南岳镇西城区锦绣南山 202 栋 653 幢 202-2）

衡阳市南岳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南岳区南岳镇万福

七组）

衡阳市南岳区粤客隆商场有限公司（南岳区祝融路 344

号）

衡阳市南岳区欣胜超市（南岳区鑫盛商业广场 1 栋）

衡阳市生源商业拓展有限责任公司南岳超市分公司（南

岳区祝融路万福广场）

衡阳市南岳区万佳惠超市（南岳区西街 102 号）

衡阳市南岳区双虎家具城（南岳区祝融南路 106 号）

鑫盛家具城（南岳区南岳镇衡鑫路 35 号 3-4 栋）

南岳区市场服务中心（南岳区祝融北路小商品批发市场

内）

南岳集贸市场管理所（南岳区衡山路 260 号）

南岳迎宾农贸市场（南岳独秀西路）

南岳游客服务中心（南岳区金沙路大庙后门）

六、博物馆、文物古建筑、图书馆、医院、养老院和寄

宿制学校类（52 个）

南岳衡山博物馆（南岳区金沙路 70 号）



★衡阳市南岳区大庙（南岳区北正街）

南岳忠烈祠抗战烈士纪念馆（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衡阳市南岳区祝圣寺（南岳区南岳镇东街 67 号）

衡阳市南岳区祝融殿（南岳区南岳镇祝融峰顶）

衡阳市南岳区南台寺（南岳区南岳镇南山村）

衡阳市南岳区藏经殿（南岳区寿岳乡岳林村）

衡阳市南岳区福严寺（南岳区南岳镇白龙村）

衡阳市南岳区大善寺（南岳区南岳镇北支街）

衡阳市南岳区邺侯书院（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南岳区祝融

北路（岳云中学招待所内））

衡阳市南岳区黄庭观（南岳区南岳镇南山村）

紫云书院（南岳区岳云路（岳云学校内））

何公馆（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磨镜台））

南岳五岳殿（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湘南寺（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铁佛寺（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衡阳市南岳区上封寺（南岳区祝融峰）

集贤书院（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陈列馆）（衡阳市南岳

区金沙路 99 号）

广济寺（南岳区寿岳乡）

衡阳市南岳区玄都观（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祖师殿（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方广寺（南岳区寿岳乡拜殿村）



紫竹林道观（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香山寺（南岳区北支街）

辞圣殿（南岳区北支街）

石涧潭寺（南岳区寿岳乡拜殿村）

赵恒惕公馆（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烟霞茶院））

高台寺（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古华居（南岳区寿岳乡莲塘村）

省心山庄（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穿岩诗林附近）

传法院（南岳区南岳镇延寿村）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南岳区衡山路 377 号）

衡阳市南岳区人民医院（南岳区衡山路 295 号）

南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南岳区方广路 91

号）

湖南省衡山县岳云中学（南岳区岳云路 45 号）

衡阳市南岳区第一中学（南岳区金沙路 186 号）

衡阳市南岳区实验中学（南岳镇万福村７组）

衡阳市南岳区文定实验学校（南岳区南岳镇烧田村上粮

冲组）

衡阳市南岳区南岳完小（南岳区衡山路 196 号）

衡阳市南岳区金月中心学校（南岳区南岳镇金月居委会

月星组 9 号）

衡阳市南岳区万福中心学校（南岳区万福路 205 号）

衡阳市南岳楚星学校（南岳区祝融北路 27 号）

衡阳市南岳区童心幼儿园（南岳区衡山路 69 号）



衡阳市南岳区锦绣幼儿园（南岳区锦绣南山小区内）

衡阳市南岳区鑫盛幼儿园（南岳区鑫盛路旺和轩四栋）

南岳区未来贝星幼儿园（南岳区金碧世家小区）

南岳区金色梯田幼儿园（南岳区聚富缘小区 1 期 B 栋）

美糖国际益加益幼儿园（南岳区祝融南路）

南岳坤道学院（南岳区水濂村）

衡阳市南岳区寿岳乡敬老院（南岳区寿岳乡岳林村四组）

衡阳市南岳区社会福利院（南岳区禹王路 108 号）

七、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1 个）

衡阳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南岳分公司（南岳区衡山

路 287 号）

八、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

售单位（5 个）

★衡阳市南岳南旅加油站（南岳区金月村黄金路）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衡阳石油分公司南岳加

油站（南岳区衡山路 373 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衡阳石油分公司南岳寿

山加油站（南岳区衡山路 60 号）

衡山县创兴液化气有限公司百兴升分公司（南岳区南岳

镇万福村六组）

衡阳市南岳独秀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仓库（南岳区金

月社区狮子组）

九、高层公共建筑或管理单位（1 个）

衡阳市顺和鑫盛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人苑小区）（南



岳区水濂路 42 号名人苑小区商住楼）

十、其他类（1 个）

湖南传奇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南岳区广济路 5 号）

备注

1.本名单中，机关、事业单位仅含办公场所，不含家属

住宅区等。

2.本名单中，金融、保险单位（有下属单位）只含县级

办公大楼，不含下属及分支机构。

3.在一个符合界定标准的单位或者建筑物内另有符合界

定标准而法人不同的单位，可分别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法人相同但多家承包、租赁的可确定为一个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

4.个体工商户如符合企业登记标准且经营规模符合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应当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