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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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新化芦茅江矿业有限公司芦一井 21 （湘）MK安许证字〔2018〕0080G5Y6 娄底

2 新化县韩家山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0698G3Y10 娄底

3 新化县石冲口镇胜利煤矿 10 湘MK安许证字〔2018〕0705G3Y6 娄底

4 新化县稠木矿业有限公司稠木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1865Y5 G2 娄底

5 新化县祥星煤业有限公司祥星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8〕0082G3Y4 娄底

6 湖南省新化芦茅江矿业有限公司芦二井 15 湘MK安许证字〔2017〕0081G4Y4 娄底

7 新化县兴华煤业有限公司兴华井 15 湘MK安许证字〔2018〕0048G4Y5 娄底

8 湖南资江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施茶亭井 45 （湘）MK安许证字〔2018〕0295G5Y4 娄底

9 湖南省湘煤集团金竹山矿业有限公司塘冲煤
矿

30 （湘）MK安许证字〔2018〕0025G6Y8 娄底

10 湖南省湘煤集团金竹山矿业公司土朱煤矿 27 （湘）MK安许证字〔2019〕0024G8Y8 娄底

11 湖南省湘煤集团金竹山矿业有限公司一平硐
煤矿

21 （湘）MK安许证字〔2018〕0026C6Y8 娄底

12 涟源市杨梅山煤业有限公司杨梅山煤矿 30 （湘）MK安许证字〔2018〕0686 娄底

13 涟源市腾飞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石坝井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0568G3Y4 娄底

14 涟源华润煤业有限公司良相煤矿 30 （湘）MK安许证字〔2017〕1689G2Y1 娄底

15 娄底市新平头石煤业有限公司头石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0245G1Y2 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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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南省洪山矿业有限公司蛇形山煤矿 18 （湘）MK安许证字〔2019〕0032G6Y1 娄底

17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水井头煤矿 13 (湘)MK安许证字[2019]0028G8Y4 邵阳

18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铁箕山煤矿 13 (湘)MK安许证字[2019]0029G7Y4 邵阳

19 大唐华银攸县能源有限公司柳树冲煤矿 30 湘MK安许证字 [2019]1690 株洲

20 攸县吉林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1 （湘）MK安许证字〔2016〕0092G4Y7 株洲

21 株洲丰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万新工区 15 （湘）MK安许证字〔2016〕0089G4Y4 株洲

22 株洲丰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冲工区 15 （湘）MK安许证字〔2017〕0097Y4G5 株洲

23 株洲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碎炭眼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7〕0993G2Y1 株洲

24 攸县利木冲矿业有限公司利木冲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7〕1312G4Y3 株洲

25 攸县漕里矿业有限公司漕里煤矿 12 （湘）MK安许证字〔2016〕0162G3Y2 株洲

26 株洲丰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石联井 12 （湘）MK安许证字〔2017〕0096G3Y3 株洲

27 资兴市唐井煤业有限公司唐一窿井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1967G4Y5 郴州

28 宜章县麻田煤业有限公司 9 （湘）MK安许证字〔2018〕0441G4Y4 郴州

29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周源山矿业分公
司

75 （湘）MK安许证字〔2019〕0001G6Y5 郴州

30 湖南省煤业集团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南平硐煤
矿

22 （湘）MK安许证字〔2019〕0008Y5G5 郴州

31 湖南省煤业集团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北平硐煤
矿

28 （湘）MK安许证字〔2017〕0009Y5G4 郴州

32 湖南省煤业集团马田矿业有限公司高泉塘煤
矿

12 （湘）MK安许证字（2018）0039GY5 郴州

33 湖南省煤业集团街洞矿业有限公司茶山岭煤
矿

18 (湘)MK安许证字〔2019〕0014G8Y4 郴州

34 湖南省煤业集团湘永矿业有限公司铜角湾煤
矿

21 （湘）MK安许证字〔2018〕0046G6Y4 郴州



35 湖南省煤业集团嘉禾矿业有限公司浦溪井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1065G5Y6 郴州

36 湖南省煤业集团黄牛岭矿业有限公司黄牛岭
煤矿

21 （湘）MK安许证字〔2019〕0837G1Y3 郴州

37 湖南省煤业集团白山坪矿业有限公司龙塘煤
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9〕0022G4Y5 衡阳

38 湖南省煤业集团白山坪矿业有限公司大岭煤
矿

21 （湘）MK安许证字〔2018〕0019G6Y4 衡阳

39 湖南省煤业集团白山坪矿业有限公司白山坪
煤矿

12 （湘）MK安许证字〔2019〕0021G7Y4 衡阳

40 湖南省煤业集团红卫矿业有限公司沈家湾煤
矿

10 （湘）MK安许证字〔2018〕0105G3Y5 衡阳

41 湖南煤业集团红卫矿业有限公司坦家冲煤矿 11 湘MK安许证字〔2017〕0106G4Y4 衡阳

42 湖南煤业集团红卫矿业有限公司里王庙煤矿 11 （湘）MK安许证字〔2017〕0107G6Y4 衡阳

43 湖南省煤业集团红卫矿业有限公司龙家山煤
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8〕0104G6Y5 衡阳

44 湖南黑金时代南阳矿业有限公司前进煤矿 26 （湘）MK安许证字〔2018〕0015G4Y7 衡阳

45 湖南黑金时代南阳矿业有限公司淝江煤矿 15 （湘）MK安许证字（2018）0017G4Y6 衡阳

46 湖南省煤业集团兴源矿业有限公司周家坳煤
矿

14 （湘）MK安许证字〔2018〕0519G3Y7 衡阳

47 湖南省煤业集团兴源矿业有限公司觉光寺煤
矿

13 （湘）MK安许证字〔2017〕1195G4Y4 衡阳

48 湖南省煤业集团兴源矿业有限公司伍家冲煤
矿

30 （湘）MK安许证字〔2018〕0682Y5 G5 衡阳

49 湖南开元煤业有限公司四家冲井 15 (湘)MK安许证字[2018]0295G5Y4 衡阳

50 湖南开元煤业公司楠木山井 45 (湘)MK安许证字〔2017〕0294G5Y4 衡阳

51 湖南省湘东矿业有限公司 15 湘MK安许证字 [2017]0349 株洲

52 茶陵县潞水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 [2016]1061 株洲

53 浏阳市澄潭江煤矿有限公司 9 （湘）MK安许证字〔2017〕0058G2Y4号 长沙



54 浏阳市金凯矿业有限公司 9 （湘）MK安许证字〔2019〕0613G6Y6号 长沙

55 桂阳县顺安达煤业有限公司旺家煤矿 15 已注销 郴州

56 娄底大建矿业有限公司红新井 6 （湘）MK安许证字〔2017〕1600G2Y3 娄底

57 新化县石冲口镇稗冲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9〕0898G2Y5 娄底

58 新化县繁荣矿业有限公司铜车坝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9〕1116G1Y4 娄底

59 涟源市青山煤业有限公司青山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1〕0361Y2 娄底

60 湖南娄底戴家湾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戴家湾煤
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9〕0255Y6G3 娄底

61 冷水江市下陡岩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9〕0860Y6G3 娄底

62 株洲丰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龙潭里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7〕1665G2Y4 株洲

63 醴陵市天宇煤业有限公司马颈坳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5]1060 株洲

64 醴陵市万冲坡煤业有限公司万冲坡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5]1295 株洲

65 茶陵县思聪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7]0095 株洲

66 宜章县红星煤业有限公司红星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7〕0456G2Y5 郴州

67 宜章县梅田镇梅田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8〕1940G2Y2 郴州

68 宜章县林海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8〕1427G2Y3 郴州

69 宜章县兴大煤业有限公司欧华仁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7〕0896Y2 郴州

70 永兴县山阔煤业有限公司上桥村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7〕0532G3Y3 郴州

71 永兴县贵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滩洞二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6〕0815G2Y2 郴州

72 永兴汇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榕禄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5〕1406G1B1 郴州



73 永兴县和谐煤业有限公司三合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4〕0538G1Y1 郴州

74 永兴县增辉煤业有限公司塘门口九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4〕1250G1Y1 郴州

75 永兴县上禾冲煤业有限公司上禾冲煤矿 9 （湘）MK安许证字〔2017〕1963G5Y2 郴州

76 永兴县永瑞祥煤业有限公司观音山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8〕1753G3Y2 郴州

77 永兴县樟树乡樟树村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6〕0535Y2G2 郴州

78 安仁县协作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6〕1770G2Y2 郴州

79 桑植县益民煤业有限公司益民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4]1349G2Y1 张家界

80 桑植高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团结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4]0646G2 张家界

81 湖南天泰煤业有限公司腊树垭煤矿 6 （湘）MK安许证字〔2018〕0128G4Y5 张家界

合计（81处）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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