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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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沿沟煤
矿

60 （赣）MK安许证字〔2018〕011 景德镇市乐平市涌山镇

2 江西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鸣西矿井 30 （赣）MK安许证字〔2016〕184 景德镇市乐平市乐港镇

3 乐平市涌山镇同春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71 景德镇市乐平市涌山镇

4 乐平市涌山镇五一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1〕071 景德镇市乐平市涌山镇

5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源煤矿 78 （赣）MK安许证字〔2017〕004 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

6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源煤矿 33 （赣）MK安许证字〔2017〕006 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

7 萍乡市王坑煤矿 14 （赣）MK安许证字〔2012〕196 萍乡市安源区五陂镇

8 萍乡市五陂煤矿 11 （赣）MK安许证字〔2017〕003 萍乡市安源区五陂镇

9 萍乡市上官岭煤矿 10 （赣）MK安许证字〔2019〕061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

10 芦溪县升华煤矿 9 （赣）MK安许证字〔2017〕248 萍乡市芦溪县上埠镇

11 萍乡市跃进煤矿 7 （赣）MK安许证字〔2017〕230 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

12 莲花县坊楼镇枧下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08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13 莲花县坊楼镇兴旺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40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14 莲花县南岭安里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78 萍乡市莲花县南岭乡

15 莲花县南岭乡世兰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80 萍乡市莲花县南岭乡

16 莲花县闪石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6〕198 萍乡市莲花县闪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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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莲花县兴隆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7〕007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18 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黄冲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13 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

19 萍乡市略下崇福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6〕227 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委
会

20 萍乡市潘家冲煤矿新峰井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53 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

21 萍乡市湘东区荷尧横岭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62 萍乡市湘东区荷尧镇

22 萍乡市湘东区荷尧永发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65 萍乡市湘东区荷尧镇

23 萍乡市湘东区麻山大金坡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60 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

24 萍乡市杨岐山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36 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

25 上栗县金山镇高山联营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41 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

26 上栗县杨歧乡杉窝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43 萍乡市上栗县杨歧乡

27 莲花县长埠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47 萍乡市莲花县南岭乡

28 莲花县坊楼镇龙山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20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29 莲花县坊楼镇峙垅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57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30 莲花县坊楼峙垅北一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44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31 莲花县荷塘乡打鼓岭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19 萍乡市莲花县荷塘乡

32 莲花县界化垅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7〕236 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

33 莲花县南岭乡树坑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14 萍乡市莲花县南岭乡

34 莲花县年林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79 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

35 莲花县西云山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46 萍乡市莲花县闪石乡

36 芦溪县南坑泉水坳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52 萍乡市芦溪县南坑镇



37 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42 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

38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红桥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64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

39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黄堂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82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

40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三丰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7〕242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

41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上湄村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63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

42 上栗县金山镇边坡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7〕238 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

43 上栗县上栗镇斑竹山河坡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27 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

44 江西花鼓山煤业有限公司山南井 28 （赣）MK安许证字〔2018〕010 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

45 分宜县鑫达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70 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

46 分宜县杨桥镇观光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49 新余市分宜县杨桥镇

47 江西省分宜西茶煤矿二井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21 新余市分宜县杨桥镇

48 新余市界水炭山口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72 新余市渝水区界水乡

49 新余市渝水区马洪乡联合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66 新余市渝水区马洪乡

50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带元六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73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

51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联合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7〕250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

52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兴南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5〕159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

53 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杨岭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9〕068 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

54 分宜县龙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81 新余市分宜县凤阳乡

55 分宜县杨桥镇观光村横坑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22 新余市分宜县杨桥镇

56 分宜县杨桥镇西坑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67 新余市分宜县杨桥镇



57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秋泥兴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5〕175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

58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金鑫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5〕162 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

59 江西显亮煤业有限公司崇义县煤矿 9 （赣）MK安许证字〔2019〕059 赣州市崇义县横水镇

60 吉水县石莲矿业有限公司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77 吉安市吉水县阜田镇

61 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曲江
矿井

81 （赣）MK安许证字〔2018〕012 宜春市丰城市曲江镇

62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尚庄煤矿 45 （赣）MK安许证字〔2018〕037 宜春市丰城市尚庄街道

63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煤矿 33 （赣）MK安许证字〔2017〕001 宜春市丰城市洛市镇

64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舍煤矿 30 （赣）MK安许证字〔2017〕002 宜春市丰城市洛市镇

65 高安市相垦五号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51 宜春市高安市相城垦殖
场

66 袁州区慈化镇集宝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9〕074 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

67 丰城市河西煤矿巷口井 9 （赣）MK安许证字〔2018〕016 宜春市丰城市梅林镇

68 丰城市董家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39 宜春市丰城市董家镇

69 丰城市剑洛联营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25 宜春市丰城市洛市镇

70 丰城市洛市镇腾达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31 宜春市丰城市洛市镇

71 丰城市洛市镇中兴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34 宜春市丰城市洛市镇

72 丰城市曲江镇寺前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28 宜春市丰城市曲江镇

73 丰城市上塘镇棋盘山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29 宜春市丰城市上塘镇

74 丰城市腾飞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17 宜春市丰城市洛市镇

75 丰城市秀市中湾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30 宜春市丰城市秀市镇

76 江西升科工贸有限公司象山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32 宜春市丰城市曲江镇



77 袁州区慈化平安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7〕239 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

78 袁州区慈化永安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7〕241 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

79 袁州区慈化镇建新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7〕240 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

80 袁州区西村镇屏峰岭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7〕257 宜春市袁州区西村镇

81 铅山县新安兴旺煤矿 6 （赣）MK安许证字〔2018〕056 上饶市铅山县汪二镇

82 铅山县玉鑫煤矿 4 （赣）MK安许证字〔2018〕048 上饶市铅山县葛仙山乡

合计（82处） 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