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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空

成青府办〔2019〕20 号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我区实际，现调整确定 2019年区属（二级）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请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附件：2019年区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二级）135个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6月 25日空空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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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区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二级）

135 个

一、汪家拐辖区（12家）

（一）成都市旅游服务公司（蓉城饭店）

地址：青羊区陕西街 130号

（二）四川省国托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信大厦）

地址：青羊区西御街 77号

（三）石室中学

地址：青羊区文庙前街 93号

（四）成都江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含：宏达大厦一期、二

期）

地址：青羊区锦里东路 2号

（五）四川口腔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小南街 23号

（六）石室联合中学

地址：青羊区陕西街 29号

（七）四川天府绿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府绿洲大厦，含

月亮村）

地址：青羊区下南大街 6号

（八）四川国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国栋中央大厦）



空— 3 —空

地址：青羊区陕西街 195号

（九）成都市图书馆

地址：青羊区文翁路 98号

（十）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

地址：青羊区文庙前街 72号

（十一）领地中心

地址：青羊区西御街 3号

（十二）成都奥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城市之心）

地址：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 86号

二、新华西路辖区（10 家）

（一）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地址：青羊区同心路 112号

（二）铂金城（钱江银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青龙街 27号

（三）重庆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成都八宝街分店

地址：青羊区八宝街 1号

（四）成都欢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 70号

（五）时代凯悦（成都东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 70号

（六）倍特康派大厦（欣蓉康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青龙街 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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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城市广场

地址：青羊区西大街 1号

（八）建设银行五支行（亚都大厦）

地址：青羊区铁箍井街 108号

（九）成都万达影城泰业城中城店

地址：青羊区青龙巷 36号泰业城中城大厦 1号楼

（十）成都中铁瑞城大厦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 68号

三、太升路辖区（10家）

（一）成都天府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太升北路 2号

（二）成都诚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鼓楼国际）

地址：青羊区大墙西街 33号

（三）成都信德房产有限公司（鼓楼智选假日酒店）

地址：青羊区大墙西街 72号

（四）成都宜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锦天国际）

地址：青羊区太升南路 288号

（五）成都兴成投资有限公司（顺吉大厦）

地址：青羊区顺城大街 252号

（六）成都赛格数码通讯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太升南路 222号

（七）国际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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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羊区顺城大街 206号

（八）新华国际酒店

地址：青羊区古中市街 8号

（九）绿洲大酒店

地址：青羊区忠烈祠西街 99号

（十）蜀泰大厦

地址：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号

四、草市街辖区（16家）

（一）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草市街分部

地址：青羊区草市街 165号

（二）四川金地饭店

地址：青羊区德盛路 89号

（三）四川省云龙酒店（含云龙 KTV）

地址：青羊区锣锅巷 122号

（四）四川川商屋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时代广场）

地址：青羊区文武路 42号

（五）成都诚悦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文殊坊）（含成都院

子）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 37号

（六）四川航天天盛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天盛壹中心）

地址：青羊区北大街 88号

（七）四川威尔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壹号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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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三段 1号

（八）北京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新世纪

广场）

地址：青羊区西玉龙街 2号

（九）成都市文殊院

地址：青羊区文殊院街 15号

（十）成都城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融城云熙）

地址：青羊区顺城大街 316号

（十一）成都帝盛酒店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西玉龙街 168号

（十二）四川省图书音像批发市场管理中心

地址：青羊区北大街 65号

（十三）泰丰国际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 29号

（十四）光大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草市街 2号

（十五）冠城广场（含：凯乐大厦）

地址：青羊区顺城街 308号

（十六）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 35号

五、文家辖区（5家）

（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文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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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

地址：青羊区文家乡乐平村 2组

（二）成都第一福利院

地址：青羊区文家乡康河村 8组

（三）成都艾克美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成飞大道 199号

（四）成都嘉善商务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广富路 8号 C区电子商务大厦 2楼

（五）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地址：青羊区光华大道 2段 601号

六、黄田坝辖区（4家）

（一）中国石油联工加油站

地址：青羊区联工一组 301号

（二）成飞宾馆

地址：青羊区黄田坝经一路 39号

（三）成飞医院

地址：青羊区黄田坝经一路 105号

（四）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地址：青羊区黄田坝纬一路

七、东坡辖区（7家）

（一）成都满地可医院

地址：青羊区贝森南路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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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川油长运油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瑞联路 48号

（三）优品道广场（含：一至四期，成都人人乐商业有限公

司）

地址：青羊区青羊大道 99号附 1号

（四）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光华加

油站

地址：青羊区玉宇路 1199号

（五）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含：影院、KTV等）

地址：青羊区青羊大道 129号

（六）西村一号、五号

地址：青羊区贝森北路 1号

（七）中国电信成都枢纽中心

地址：青羊区贝森路 26号

八、府南辖区（6家）

（一）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地址：青羊区锦西路 66号

（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青羊加

油站

地址：青羊区清江东路 2号

（三）成都交运压缩天燃气发展有限公司金沙加气站

地址：青羊区清江中路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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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浣花加

油站

地址：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83号

（五）成都峨眉雪芽大酒店

地址：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66号

（六）四川峨影 1958电影城

地址：青羊区清江东路 360号

九、金沙辖区（10家）

（一）成都金沙医院

地址：青羊区青羊大道 201、205号

（二）成都星点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青羊大道 213号 31幢

（三）成都恒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含：成都国美电器有限

公司金沙银座商城、成都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居然之家

金沙店、百安居成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全友家居、永辉超市）

地址：青羊区苏坡东路 8-12号

（四）成都市好管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含：成都市金沙大

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苏坡东路 2号

（五）中大君悦金沙（含：金隆酒店、太平洋电影院、月亮

村 KTV）

地址：青羊区蜀辉路 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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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沙万瑞中心

地址：青羊区蜀金路 1号

（七）四川濠璟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蜀源路 2号附 1号

（八）成都好乐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金凤路 17号

（九）金沙遗址博物馆

地址：青羊区金沙遗址路 1号

（十）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地址：青羊区蜀辉路 239号

十、少城辖区（9家）

（一）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地址：青羊区实业街 32号

（二）成都泸天化酒店

地址：青羊区中同仁路 220号

（三）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槐树街 2号

（四）成都市乐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少城路 31、33、35号 2、3、4楼

（五）成都科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娇子大厦）

地址：青羊区槐树街 1号娇子大厦 14楼

（六）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琴台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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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羊区通惠门路 3号负一楼

（七）四川嘉宝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夏威夷项目

地址：青羊区西大街 84号

（八）成都宽窄巷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宽窄巷子项目）

地址：青羊区宽窄巷子

（九）万通·红墙国际项目

地址：青羊区过街楼街 17号

十一、光华辖区（7家）

（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石油分公司（奔

宏加油站）

地址：青羊区大石西路 88号附 1号龙爪村 7组

（二）成都月亮村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大石西路 88号

（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销售公司百伦

加油站

地址：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11号

（四）四川天域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含：西藏药蒸、小

桃园餐饮）

地址：青羊区青羊大道 8号

（五）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成都青羊商场

地址：青羊区清江中路 1号

（六）成都天辰楼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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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羊区青华路 39号

（七）成都新濠国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光华村家园路 19号

十二、草堂辖区（12家）

（一）成都京川宾馆

地址：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44号

（二）温哥华广场（温资投资成都物业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清江东路 1号

（三）成都送仙桥古玩艺术城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浣花北路 22号

（四）成都市青羊宫道观

地址：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 9号

（五）成都和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23号

（六）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地址：青羊区浣花北路 1号

（七）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青羊区大石西路 56号

（八）锦绣工坊

地址：青羊区草堂东路 66号（浣锦路 55号、99号）

（九）成都派瑞酒店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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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川悦华置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乐地浣花香广场）

地址：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 2号

（十一）四川博物院

地址：青羊区浣花南路 251号

（十二）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

地址：青羊区草堂路 1号

十三、苏坡辖区（12家）

（一）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成都青羊苏坡加油站

地址：青羊区苏坡乡中坝村 4、5组

（二）成都市中石化三环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苏坡加油气

站

地址：青羊区西三环四段 145号

（三）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地址：青羊区光华大道一段东 1341号

（四）成都金苏加油站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培风路 294号

（五）中铁西城（北京中铁第一太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

地址：青羊区光华大道一段光华东三路 398号

（六）光华中心（国嘉物业）

地址：青羊区光华北三路 98号

（七）东原时光道

http://10.65.28.151:81/XZXKPage/SHYSPage/SHYSTaskViewPage.aspx?ItemBH=51001204A2013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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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羊区光华大道东四路 78号

（八）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地址：青羊区日月大道 1617号

（九）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地址：青羊区日月大道 1610号

（十）鹏瑞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光华北三路 55号

（十一）万和中心

地址：青羊区日月大道 1501号

（十二）西环广场

地址：青羊区光华东三路 489号

十四、西御河辖区（15家）

（一）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西御街 16号

（二）中国铁路物资成都有限公司八宝大酒店

地址：青羊区八宝街 28号

（三）成都人口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青羊区东城根下街 24号

（四）成都西御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皇城西御酒店）

地址：青羊区西御街 8号

（五）四川省科技馆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一段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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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川省美术馆

地址：青羊区人民西路 6号

（七）成都市博物馆

地址：青羊区小河街 1号

（八）天府丽都喜来登酒店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 15号

（九）四川农资大厦经营有限公司（含：成都市罗曼大酒店

有限公司）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 22号

（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青羊区青龙街 82号

（十一）建设银行一支行

地址：青羊区东城根街 138号

（十二）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富力天汇

广场含丽思卡尔顿酒店）

地址：青羊区顺城大街 289号

（十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行

地址：青羊区西玉龙街 211号

（十四）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一段 28号

（十五）成都市体育中心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一段 11号



空— 16 —空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武装

部，区委各部委，区级各人民团体。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6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