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煤矿名称
生产能力

（万吨/年）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所在地址

1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村煤矿 112 （鲁）MK安许证字〔2004〕1-067 泰安市新泰市

2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 96 （鲁）MK安许证字〔2004〕1-048 泰安市宁阳县

3 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 136 （鲁）MK安许证字〔2005〕1-113 泰安市新泰市

4 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翟镇煤矿 17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70 泰安市新泰市

5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庄煤矿 9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1 莱芜市莱城区

6 山东新阳能源有限公司 75 （鲁）MK安许证字〔2008〕1-348 济南市济阳县

7 山东新矿赵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0 （鲁）MK安许证字〔2009〕1-352 德州市齐河县

8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24 （鲁）MK安许证字〔2009〕1-354 菏泽市巨野县

9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岱庄煤矿 24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47 济宁市任城区

10 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 32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46 济宁市高新区

11 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400 （鲁）MK安许证字〔2005〕1-329 济宁市任城区

12 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 96 （鲁）MK安许证字〔2010〕1-181 济宁市嘉祥县

13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柴里
煤矿

24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60 枣庄市滕州市

14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蒋庄
煤矿

275 （鲁）MK安许证字〔2004〕1-088 枣庄市滕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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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田陈
煤矿

150 （鲁）MK安许证字〔2005〕1-169 枣庄市滕州市

16 枣庄矿业（集团）高庄煤业有限公司 300 （鲁）MK安许证字〔2005〕1-170 济宁市微山县

17 枣庄矿业（集团）付村煤业有限公司 270 （鲁）MK安许证字〔2005〕1-221 济宁市微山县

18 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煤业有限公司 420 （鲁）MK安许证字〔2005〕1-171 济宁市微山县

19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滨湖
煤矿

110 （鲁）MK安许证字〔2005〕1-331 枣庄市滕州市

20 山东省滕东生建煤矿 36 （鲁）MK安许证字〔2010〕1-358 枣庄市滕州市

21 山东省七五生建煤矿 100 （鲁）MK安许证字〔2004〕1-102 济宁市微山县

22 山东省岱庄生建煤矿 70 （鲁）MK安许证字〔2005〕1-179 济宁市微山县

23 山东省三河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0 （鲁）MK安许证字〔2005〕1-182 济宁市微山县

24 肥城曹庄煤矿有限公司 12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20 泰安市肥城市

25 肥城白庄煤矿有限公司 14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12 泰安市肥城市

26
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360 （鲁）MK安许证字〔2005〕1-330 济宁市嘉祥县

27 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72 （鲁）MK安许证字〔2013〕1-363 菏泽市单县

28 龙口煤电有限公司梁家煤矿 22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41 烟台市龙口市

29 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 192 （鲁）MK安许证字〔2016〕1-368 菏泽市郓城县

30 山东东山古城煤矿有限公司 176 （鲁）MK安许证字〔2004〕1-094 济宁市兖州区

31 山东省田庄煤矿有限公司 90 （鲁）MK安许证字〔2005〕1-178 济宁市高新区



32 山东东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株柏煤矿 3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34 临沂市郯城县

33 山东东山新驿煤矿有限公司 105 （鲁）MK安许证字〔2004〕1-112 济宁市兖州区

34 山东省邱集煤矿有限公司 75 （鲁）MK安许证字〔2004〕1-027 德州市齐河县

35 山东东山王楼煤矿有限公司 104 （鲁）MK安许证字〔2007〕1-346 济宁市任城区

36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彭庄
煤矿

88 （鲁）MK安许证字〔2007〕1-345 菏泽市郓城县

37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
煤矿

240 （鲁）MK安许证字〔2009〕1-356 菏泽市郓城县

38 山东里能里彦矿业有限公司 80 （鲁）MK安许证字〔2004〕1-106 济宁市邹城市

39 山东里能鲁西矿业有限公司 87 （鲁）MK安许证字〔2005〕1-180 济宁市任城区

40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屯煤矿 30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2 济宁市邹城市

41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兴隆庄煤矿 65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3 济宁市兖州区

42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鲍店煤矿 60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90 济宁市邹城市

4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滩煤矿 75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4 济宁市邹城市

4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二号煤矿 42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5 济宁市高新区

4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三号煤矿 650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6 济宁市北湖区

46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 115 （鲁）MK安许证字〔2004〕1-007 济宁市高新区

47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 336 （鲁）MK安许证字〔2009〕1-353 菏泽市郓城县

48 山东万祥矿业有限公司潘西煤矿 76 （鲁）MK安许证字〔2004〕2-033 莱芜市钢城区



49 山东省莱芜市辛庄煤矿有限公司 3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62 莱芜市钢城区

50 淄博王庄煤矿有限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05〕2-118 淄博市临淄区

51 沂源县鲁村煤矿有限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61 淄博市沂源县

52 山东安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煤矿 30 （鲁）MK安许证字〔2006〕2-332 枣庄市薛城区

53 枣庄大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09 枣庄市峄城区

54 福兴集团有限公司 30 （鲁）MK安许证字〔2012〕2-360 枣庄市峄城区

55 山东泉兴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63 枣庄市滕州市

56 枣庄市金庄生建煤矿 55 （鲁）MK安许证字〔2006〕2-338 枣庄市滕州市

57 山东省滕州曹庄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78 枣庄市滕州市

58 滕州郭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锦丘煤矿 72 （鲁）MK安许证字〔2006〕2-337 枣庄市滕州市

59 滕州市金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69 （鲁）MK安许证字〔2004〕2-044 枣庄市滕州市

60 滕州市东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5 （鲁）MK安许证字〔2007〕2-344 枣庄市滕州市

61 滕州市级翔（集团）级索煤矿 3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65 枣庄市滕州市

62 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 6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23 枣庄市滕州市

63
山东丰源远航煤业有限公司北徐楼煤
矿

7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10 枣庄市滕州市

64 枣庄王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9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13 枣庄市滕州市

65 龙口市洼东煤矿有限公司 3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21 烟台市龙口市



66 龙口市桑园煤矿有限公司 3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59 烟台市龙口市

67 山东济宁运河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70 （鲁）MK安许证字〔2005〕2-187 济宁市任城区

68 济宁何岗煤矿 45 （鲁）MK安许证字〔2006〕2-334 济宁市任城区

69 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居煤矿 120 （鲁）MK安许证字〔2015〕2-365 济宁市任城区

70 山东省兖州市大统矿业有限公司 39 （鲁）MK安许证字〔2005〕2-191 济宁市兖州区

71
山东省微山湖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欢城
煤矿

45 （鲁）MK安许证字〔2005〕2-189 济宁市微山县

72 微山金源煤矿 55 （鲁）MK安许证字〔2006〕2-335 济宁市微山县

73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鹿洼煤矿 12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38 济宁市鱼台县

74 济宁市金桥煤矿 81 （鲁）MK安许证字〔2004〕2-111 济宁市金乡县

75
济宁矿业集团花园井田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09〕2-351 济宁市金乡县

76 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霄云煤矿 90 （鲁）MK安许证字〔2013〕2-362 济宁市金乡县

77 汶上义桥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80 （鲁）MK安许证字〔2005〕2-328 济宁市汶上县

78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唐阳煤矿 11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97 济宁市汶上县

79
山东济矿鲁能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阳城
煤矿

192 （鲁）MK安许证字〔2007〕2-347 济宁市汶上县

80 山东义能煤矿有限公司 60 （鲁）MK安许证字〔2015〕2-366 济宁市汶上县

81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单家村煤
矿

6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96 济宁市曲阜市

82
山东省天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星村煤
矿

90 （鲁）MK安许证字〔2006〕2-339 济宁市曲阜市



83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太平煤矿 7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42 济宁市邹城市

84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横河煤矿 78 （鲁）MK安许证字〔2004〕2-093 济宁市邹城市

85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嘉祥红旗煤矿有限
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16〕2-367 济宁市嘉祥县

86 山东宏阳矿业有限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18〕2-370 济宁市嘉祥县

87 山东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保安煤矿 30 （鲁）MK安许证字〔2005〕2-119 泰安市宁阳县

88 山东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鑫安煤矿 80 （鲁）MK安许证字〔2006〕2-340 泰安市宁阳县

89 海力财富集团有限公司石桥煤矿 35 （鲁）MK安许证字〔2005〕2-238 泰安市宁阳县

90 山东金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金阳煤矿 3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50 泰安市宁阳县

91 山东亨达煤业有限公司 35 （鲁）MK安许证字〔2005〕2-241 泰安市宁阳县

92 新泰市汶河矿业有限公司 3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53 泰安市新泰市

93 新泰市羊泉矿业有限公司 40 （鲁）MK安许证字〔2005〕2-120 泰安市新泰市

94
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家寨煤
矿

7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52 泰安市新泰市

95 山东明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小港煤矿 6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36 泰安市新泰市

96 山东华恒矿业有限公司 96 （鲁）MK安许证字〔2005〕2-115 泰安市新泰市

97 山东良庄矿业有限公司 9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32 泰安市新泰市

98 山东新陶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49 泰安市肥城市

99 山东兴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5 （鲁）MK安许证字〔2005〕2-223 泰安市肥城市



100 山东新查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10 （鲁）MK安许证字〔2004〕2-076 泰安市肥城市

101 临沂安泰能源有限公司 35 （鲁）MK安许证字〔2004〕2-015 临沂市罗庄区

102 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120 （鲁）MK安许证字〔2017〕2-369 菏泽市单县

合计 14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