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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陈四楼煤矿 450 （豫）MK安许证字〔2017〕030710 永城市

2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石壕煤矿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1〕071528Y 三门峡市陕州区

3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煤矿 180 （豫）MK安许证字〔2008〕000412Y 洛阳市新安县

4 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正村煤矿 120 （豫）MK安许证字〔2009〕09080401Y 洛阳市新安县

5 义煤集团李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451 洛阳市宜阳县

6 义煤集团巩义铁生沟煤业有限公司 105 （豫）MK安许证字〔2014〕090517 巩义市

7 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1〕062824Y 洛阳市新安县正村镇

8 义煤集团新安县郁山煤业有限公司 50 （豫）MK安许证字〔2011〕208013Y 新安县南李村镇

9 义煤集团新安县云顶煤业有限公司 80 （豫）MK安许证字〔2010〕081070Y 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

10
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赵固一矿

300 （豫）MK安许证字〔2009〕12290501Y 新乡市辉县市

11
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赵固
二矿

180 （豫）MK安许证字〔2011〕070826Y 新乡市辉县市

12 河南焦煤能源有限公司古汉山矿 140 （豫）MK安许证字〔2011〕070825Y 焦作市修武县

河南省煤矿生产能力情况汇总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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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到县、
区）

13 河南焦煤能源有限公司九里山矿 100 （豫）MK安许证字〔2012〕050717Y 焦作市马村区

14 河南焦煤能源有限公司中马村矿 100 （豫）MK安许证字〔2008〕10170704Y 焦作市马村区

15 三门峡观音堂煤业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05〕000407Y 三门峡陕州区观音堂镇

16 义煤集团宜阳义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豫）MK安许证字〔2011〕051720Y 洛阳市宜阳县

17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耿村煤矿 40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448 渑池县果园乡

18 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车集煤矿 280 （豫）MK安许证字〔2014〕033108Y 永城市

19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500 （豫）MK安许证字〔2006〕007Y 永城市

20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桥煤矿 210 （豫）MK安许证字〔2008〕06040301Y 永城市

21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和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4〕090518Y 永城市

22 洛阳龙门煤业有限公司龙门煤矿 51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70 洛阳市偃师市

23 河南永华能源有限公司嵩山煤矿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4〕123032Y 洛阳市偃师市

24 河南永锦能源有限公司云盖山煤矿一矿 45 （豫）MK安许证字〔2014〕010203Y 禹州市

25 河南永锦能源有限公司云盖山煤矿二矿 45 （豫）MK安许证字〔2014〕123033Y 禹州市

26 禹州枣园煤业有限公司 42 （豫）MK安许证字〔2012〕072321Y 禹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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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安阳市主焦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主焦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07〕206010Y 安阳市安阳县

28
安阳鑫龙煤业（集团）红岭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90 （豫）MK安许证字〔2008〕02190101Y 安阳市安阳县

29 安阳大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2 （豫）MK安许证字〔2010〕022501Y 安阳市安阳县

30
安阳鑫龙煤业（集团）龙山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08〕06040302Y 安阳市龙安区

31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登封煤业有限公司丰
阳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0〕07010601Y 登封市

32 安阳永安贺驼煤矿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2〕120422Y 安阳市龙安区

33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千秋煤矿 150 （豫）MK安许证字〔2016〕121514Y 义马市

34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 180 （豫）MK安许证字〔2011〕092343Y 义马市

35 三门峡龙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70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69 三门峡市渑池县

36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煤矿 135 （豫）MK安许证字〔2014〕090515Y 鹤壁市鹤山区

37 河南宝雨山煤业有限公司宝雨山煤矿 90 （豫）MK安许证字〔2011〕070827Y 洛阳市伊川县

38 鹤壁中泰矿业有限公司 150 （豫）MK安许证字〔2008〕1017076Y 鹤壁市鹤山区

39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煤矿 130 （豫）MK安许证字〔2009〕01250105Y 鹤壁市山城区

40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煤矿 81 （豫）MK安许证字〔2009〕01250106Y 鹤壁市山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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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十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1〕102745Y 鹤壁市淇滨区

42 义马煤业集团孟津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6〕000445 洛阳市孟津县

43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1〕053121Y 鹤壁市鹤山区

44 河南国电能源东祥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806 登封市

45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320 （豫）MK安许证字〔2015〕021306Y 平顶山市卫东区

46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170 （豫）MK安许证字〔2012〕010502Y 平顶山市新华区

47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四矿 224 （豫）MK安许证字〔2005〕000103Y 平顶山市新华区

4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 19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36 平顶山市新华区

49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六矿 320 （豫）MK安许证字〔2008〕12160802Y 平顶山市新华区

50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六矿二号
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209 平顶山市新华区

5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八矿 405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33 平顶山市卫东区

52 平顶山天安煤业九矿有限责任公司 90 （豫）MK安许证字〔2008〕09170605Y 平顶山市新华区

53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 264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207 平顶山市卫东区

54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矿 240 （豫）MK安许证字｛2005｝000108Y 平顶山市新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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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 104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212 平顶山市卫东区

56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三矿 210 （豫）MK安许证字〔2012〕012009Y 襄城县紫云镇

57 平顶山天安煤业香山矿有限公司 9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208 宝丰县周庄镇

58 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 240 （豫）MK安许证字〔2011〕013103Y 襄城县紫云镇

59
平顶山天安煤业天力有限责任公司吴寨
矿

90 （豫）MK安许证字〔2006〕042Y 平顶山市卫东区

60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朝川矿一
井

180 （豫）MK安许证字〔2011〕080230Y 汝州市小屯镇

61 平顶山市香安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8〕021039Y 平顶山市新华区

62 汝州市兴岭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8〕027090Y 汝州市

63 河南长虹矿业有限公司 60 （豫）MK安许证字〔2016〕012203 汝州市临汝镇

64 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150 （豫）MK安许证字〔2008〕08070503Y 禹州市古城镇

65 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四矿 30 （豫）MK安许证字〔2009〕05130304 禹州市梁北镇

66
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方山矿二1煤
新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3〕042608Y 禹州市方山镇

67 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张村矿 150 （豫）MK安许证字〔2008〕04250204Y 汝州市小屯镇

68 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庇山煤矿 85 （豫）MK安许证字〔2008〕02190106Y 汝州市骑岭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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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平顶山裕隆宇龙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8〕023079 平顶山市石龙区

70 平顶山裕隆鑫鑫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8〕023082Y 平顶山市石龙区

71 平顶山裕隆润达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8〕024030 平顶山市石龙区

72 汝州市瑞平孙店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9〕027095Y 汝州市

73 河南平禹祥华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9〕031217Y 禹州市方山镇

74 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205 郏县黄道镇

75 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300 （豫）MK安许证字〔2011〕010401Y 新郑市

76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超化煤矿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4〕121631Y 新密市

77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
司裴沟煤矿

18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30 新密市

78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
平煤矿

8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621 登封市

79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告成煤矿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4〕120230Y 登封市

80 郑煤集团（河南）白坪煤业有限公司 180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27 登封市

81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芦
沟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1〕102748Y 新密市

82 郑煤集团（登封）教学二矿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06〕003Y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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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桧树亭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09〕05130303Y 新密市

84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磴槽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622 登封市

85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芦
沟煤矿三五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0〕021103Y 新密市

86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芦
沟煤矿一六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0〕021101Y 新密市

87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芦
沟煤矿二五东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0〕021102Y 新密市

88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芦
沟煤矿二五西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625 新密市

89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
庄煤矿

21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43 新密市

90 郑新隆锦隆（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27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624 新密市

91 郑新中原乾通（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9〕 011148Y 新密市

92 郑新永丰（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39 新密市

93 郑新中博（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45 新密市

94 郑新三洋（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35 新密市

95 郑新天治（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6〕121509Y 新密市

96 郑新双鑫（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37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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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郑新金昌（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1］051717Y 新密市

98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
平一四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34 新密市

99 郑新金利（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20308 新密市

100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兴达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0〕020103Y 登封市

101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马池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0〕020104Y 登封市

102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东坪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08〕09170601Y 登封市

103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腾升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4〕090520Y 登封市

104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二耐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40 登封市

105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盛华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32Y 登封市

106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缸沟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09〕09080403Y 登封市

107 嵩阳铭鑫（登封）煤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08〕012220Y 登封市

108 嵩阳天河（登封）煤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37 登封市

109 嵩阳恒安（登封）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8〕012216Y 登封市

110 嵩阳新峰（登封）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2019]

000807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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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嵩阳冶上（登封）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41 登封市

112 平顶山市中祥永泰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26 汝州市

113 宝丰嵩阳盛源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38 平顶山市石龙区

114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复盛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09〕01250111Y 汝州市

115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振兴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28 新密市

116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宏达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09〕 03120205Y 新密市

117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昌泰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5〕013001Y 新密市

118 郑新神华（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3〕032506 新密市

119 郑新鑫旺（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0〕011183Y 新密市

120 郑新福泰（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8〕000633 新密市

121 郑新隆祥（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09〕011147Y 新密市

122 郑新豫能（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09〕201217Y 新密市

123 郑新宏发（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642 新密市

124 郑新金门（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20307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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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兴旺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29 新密市

126 郑新豫能王村（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6〕 111408Y 新密市

127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东于沟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623 新密市

128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裴
沟一四井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30711 新密市

129 郑新谷家庄（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0435 新密市

130 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10 （豫）MK安许证〔2016〕031005Y 许昌市建安区

131
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北
矿

90 （豫）MK安许证字〔2014〕211010Y 许昌市禹州市

132 禹州神火隆祥矿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8〕211025 许昌市禹州市

133 禹州神火隆源矿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8〕211024 许昌市禹州市

134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新庄煤矿 180 （豫）MK安许证字〔2014〕211011Y 永城市

135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刘河煤矿 45 （豫）MK安许证字〔2014〕211004Y 永城市

136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薛湖煤矿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8〕211023 永城市

137 汝州市神火顺通矿业有限公司圣达煤矿 15 （豫）MK安许证〔2016〕211021 平顶山市汝州市

138 河南地方永安煤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710 禹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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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河南先锋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00711 郏县

140 河南地方锦塬煤业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9〕000713 禹州市文殊镇

141
河南地方煤炭集团西村永发煤业有限公
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13065 巩义市

142 中煤新登郑州煤业有限公司 84 （豫）MK安许证字〔2008〕012067Y 登封市

143 中煤河南新能开发有限公司 120 （豫）MK安许证字〔2014〕111428Y 新郑市

144 中煤登封教学三矿 84 （豫）MK安许证字〔2014〕062710Y 登封市

145 登封市豫安煤业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4〕012200Y 登封市

146 登电集团新玉煤矿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2〕012066Y 登封市

147 郑州登电阳城煤业有限公司 21 （豫）MK安许证字〔2017〕012266 登封市

148 登封市君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7〕012270 登封市

149 郑州登电德鑫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6〕080807 登封市

150 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小河煤矿 36 （豫）MK安许证字〔2017〕01987 登封市

151 登封市兴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4〕012217Y 登封市

152 登封市向阳煤业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5〕072016Y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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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郑州市嵘昌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3〕012236Y 登封市

154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尤氏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2〕12290502Y 登封市

155 郑州嵘昌集团宏鑫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3〕012238Y 登封市

156 登封市嵩基周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3〕012251 登封市

157 登封市天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3〕012252Y 登封市

158 登封市嵩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4〕012205Y 登封市

159 登封市仟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豫）MK安许证字〔2014〕012258Y 登封市

160 郑州市慧祥煤业有限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7〕012269 登封市

161 郑州广贤工贸有限公司新丰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4〕012241Y 登封市

162 郑州磴槽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 80 （豫）MK安许证字〔2013〕012226Y 登封市

163 登封市金星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6〕031006 登封市

164 郑州金牛建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4〕0763Y 登封市

165 登封市兴峪煤业有限公司 33 （豫）MK安许证字〔2014〕012195Y 登封市

166 郑宏恒泰（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60 （豫）MK安许证字〔2014〕201007Y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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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郑宏康辉（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11216 新密市

168 郑兴永祥（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42 （豫）MK安许证字〔2014〕011202Y 新密市

169 郑兴义兴（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20309 新密市

170 郑兴翟沟（新密）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8〕011217 新密市

171 洛阳郑兴宿煤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8〕208016 洛阳市伊滨区

172 辉县市龙田煤业有限公司程村矿 80 （豫）MK安许证字(2017)071017 新乡市辉县市

173 渑池县梁家洼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6 （豫）MK安许证字〔2017〕092059 渑池县

174 渑池县九六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6〕121515 渑池县

175 驻马店市吴桂桥煤矿 45 （豫）MK安许证字〔2017〕01988 驻马店市驿城区

176 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66 （豫）MK安许证字〔2017〕100050 济源市

177 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二矿 30 （豫）MK安许证字〔2015〕111017Y 济源市

178 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九矿 30 （豫）MK安许证字〔2014〕100043Y 济源市

179 河南红旗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105 （豫）MK安许证字〔2014〕201003Y 巩义市

180
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泰
煤矿

60 （豫）MK安许证字〔2017〕013067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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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河南宏基煤业有限公司 36 （豫）MK安许证字〔2017〕013069 巩义市

182 巩义瑶岭煤业有限公司 60 （豫）MK安许证字〔2017〕013068 巩义市

183 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45 （豫）MK安许证字〔2014〕013061Y 巩义市

184 巩义市邢村煤业有限公司 30 （豫）MK安许证字〔2012〕013049Y 巩义市

185 郑兴中兴（巩义）煤业有限公司 15 （豫）MK安许证字〔2017〕013066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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