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煤矿名称
生产能力

（万吨/年）
安全生产许证编号 所在地址 备注

一 铜川市 1410

1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玉华
煤矿

240 （陕）MK安许证字〔103016〕 铜川市印台区

2 陕西省崔家沟煤矿 195 （陕）MK安许证字〔103011〕 铜川市耀州区

3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下石
节煤矿

185 （陕）MK安许证字〔103014〕 铜川市耀州区

4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陈家
山煤矿

180 （陕）MK安许证字〔103017〕 铜川市耀州区

5 铜川市耀洲区照金矿业有限公司 180 （陕）MK安许证字〔113010〕 铜川市耀州区

6 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玉华煤矿
柴家沟井

100 （陕）MK安许证字〔113021〕 铜川市宜君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7 铜川市耀州区秀房沟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13003〕 铜川市耀州区

8 铜川西川矿业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03018〕 铜川市耀州区

9 铜川市耀州区石柱东沟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3021〕 铜川市耀州区

10 铜川市耀州区瑶曲镇铜鑫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3007〕 铜川市耀州区

11 铜川市印台区鼎鑫煤业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3019〕 铜川市印台区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12 铜川市印台区马河民兴煤业有限

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307〕 铜川市印台区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13 铜川永红煤业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3010〕 铜川市印台区

二 宝鸡市 1140

1 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 （陕）MK安许证字〔116003〕 宝鸡市麟游县

2 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麟游县崔木煤矿

400 （陕）MK安许证字〔136001〕 宝鸡市麟游县

3 陕西金源招贤矿业有限公司招贤
煤矿

240 （陕）MK安许证字〔106005〕 宝鸡市麟游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三 咸阳市 4701

陕西省生产煤矿生产能力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1 陕西彬长大佛寺矿业有限公司 800 （陕）MK安许证字〔105017〕 咸阳市彬州市
产能增加（原产能300

万吨/年）
2 陕西彬长小庄矿业有限公司小庄

煤矿
600 （陕）MK安许证字〔100004〕 咸阳市彬州市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3 陕西彬长胡家河矿业有限公司 500 （陕）MK安许证字〔115015〕 咸阳市长武县

4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亭南煤矿

500 （陕）MK安许证字〔115007〕 咸阳市长武县

5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高家
堡煤矿

500 （陕）MK安许证字〔115016〕 咸阳市长武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6 陕西彬长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 400 （陕）MK安许证字〔121278〕 咸阳市彬州市

7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下沟煤矿 300 （陕）MK安许政字〔115013〕 咸阳市彬州市

8 陕西火石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300 （陕）MK安许证字〔115003〕 咸阳市彬州市

9 陕西旬邑县旬东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长安煤矿

240 （陕）MK安许证字〔125017〕 咸阳市旬邑县

10 旬邑县中达燕家河煤矿有限公司 180 （陕）MK安许证字〔115006〕 咸阳市旬邑县

11 彬县水帘洞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15009〕 咸阳市彬州市

12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蒋家河煤
矿

90 （陕）MK安许政字〔115014〕 咸阳市彬州市

13 旬邑县宋家沟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5016〕 咸阳市旬邑县

14 旬邑虎豪黑沟煤业有限公司黑沟
煤矿

51 （陕）MK安许证字〔125003〕 咸阳市旬邑县

15 陕西淳化姜家河煤矿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5001〕 咸阳市淳化县

四 渭南市 1497

1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象山
煤矿

240 （陕）MK安许证字〔104007〕 渭南市韩城市

2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桑树
坪煤矿

165 （陕）MK安许证字〔104008〕 渭南市韩城市

3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下峪
口煤矿

150 （陕）MK安许证字〔104009〕 渭南市韩城市

4 陕西澄城董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04021〕 渭南市澄城县

5 陕西澄合合阳煤炭开发有限公司
安阳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04028〕 渭南市合阳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6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董家
河煤矿分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04027〕 渭南市澄城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7 韩城盘龙煤业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4016〕 渭南市韩城市

8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桑树
坪二号井

90 （陕）MK安许证字〔104023〕 渭南市韩城市

9 合阳县秦晋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4009〕 渭南市合阳县

10 陕西澄合百良旭升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1023〕 渭南市合阳县

11 陕西燎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4012〕 渭南市韩城市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12 陕西蒲白西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04024〕 渭南市白水县

13 韩城市后洞沟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4013〕 渭南市韩城市

14 陕西蒲白马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2 （陕）MK安许证字〔124119〕 渭南市蒲城县

15 韩城市龙源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4011〕 渭南市韩城市

16 韩城市杏树沟联办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4015〕 渭南市韩城市

17 陕西省蒲城县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4022〕 渭南市蒲城县

五 延安市 4270

1 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 800 （陕）MK安许证字〔102006〕 延安市黄陵县

2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一号
煤矿

600 （陕）MK安许证字〔102002〕 延安市黄陵县

3 陕西煤业集团黄陵建庄矿业有限
公司

500 （陕）MK安许证字〔102009〕 延安市黄陵县

4 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司 500 （陕）MK安许证字〔112015〕 延安市黄陵县

5 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400 （陕）MK安许证字〔102011〕 延安市黄陵县

6 延安市华龙煤业有限公司贯屯煤
矿

300 （陕）MK安许证字〔122018〕 延安市宝塔区

7 陕西富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家
河煤矿

150 （陕）MK安许证字〔112016〕 延安市富县

8 陕西省红石岩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12005〕 延安市黄陵县

9 子长县中达焦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2003〕 延安市子长县

10 陕西双龙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02019〕 延安市黄陵县

11 黄陵县南川二号煤炭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2022〕 延安市黄陵县

12 陕西瑞能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12001〕 延安市黄陵县



13 延安市禾草沟一号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12012〕 延安市子长县

14 子长县永兴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2019〕 延安市子长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15 黄陵县中瑞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金穗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2001〕 延安市黄陵县

16 陕西永明煤矿有限公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2009〕 延安市子长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17 富县德馨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11〕 延安市富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18 富县华恒煤业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15〕 延安市富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19 富县牛武镇安喆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12〕 延安市富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20 富县牛武镇郭家洼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14〕 延安市富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21 黄陵东方煤炭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06〕 延安市黄陵县

22 黄陵县仓村金咀沟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24〕 延安市黄陵县

23 黄陵县集贤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02〕 延安市黄陵县

24 黄陵县太贤乡石牛沟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89〕 延安市黄陵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25 黄陵县腰坪乡沙场沟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12076〕 延安市黄陵县

26 陕西兴旺煤矿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05〕 延安市子长县

27 延安市禾草沟二号煤矿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12013〕 延安市子长县

28 子长县志安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2004〕 延安市子长县

六 汉中市 45

1 西乡县木竹坝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9 （陕）MK安许证字〔127012〕 汉中市西乡县

2 镇巴县白水溪煤矿 9 （陕）MK安许证字〔127009〕 汉中市镇巴县

3 镇巴县南江煤矿多种经营公司赤
北煤矿

9 （陕）MK安许证字〔127005〕 汉中市镇巴县

4 镇巴县三元镇安家山煤矿 9 （陕）MK安许证字〔127011〕 汉中市镇巴县

5 镇巴县盐场镇响洞村街上组煤矿 9 （陕）MK安许证字〔137001〕 汉中市镇巴县

七 榆林市 36710

1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
司

1800 （陕）MK安许证字〔101031〕 榆林市神木市



2 陕西国华锦界能源责任有限公司
锦界煤矿

1800 （陕）MK安许证字〔101024〕 榆林市神木市

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柳
塔煤矿大柳塔井

18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3〕 榆林市神木市

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拉
沟煤矿

1600 （陕）MK安许证字〔101006〕 榆林市神木市

5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
司

1500 （陕）MK安许证字〔101027〕 榆林市神木市

6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金鸡
滩煤矿

1500 （陕）MK安许证字〔111052〕 榆林市榆阳区

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柳
塔煤矿活鸡兔井

15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2〕 榆林市神木市

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榆家
梁煤矿

13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1〕 榆林市神木市

9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石圪
台煤矿

1200 （陕）MK安许证字〔101022〕 榆林市神木市

10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
司

1000 （陕）MK安许证字〔101026〕 榆林市神木市

11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小纪汗煤矿

10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8〕 榆林市榆阳区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12 陕西神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西湾
露天煤矿

1000 （陕）MK安许证字〔101064〕 榆林市神木市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13 榆林市榆神煤炭榆树湾煤矿有限

公司
1000 （陕）MK安许证字〔111030〕 榆林市榆阳区

1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800 （陕）MK安许证字〔101034〕 榆林市神木市

15 陕西有色榆林煤业有限公司杭来
湾煤矿

8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6〕 榆林市榆阳区

16 神木汇森凉水井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800 （陕）MK安许证字〔111005〕 榆林市神木市

17 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府谷
县郭家湾煤矿

8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7〕 榆林市府谷县

18 府谷汇森冯家塔矿业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

600 （陕）MK安许证字〔101025〕 榆林市府谷县

19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
有限公司横山县魏墙煤矿

600 （陕）MK安许证字〔101049〕 榆林市横山区
产能增加〔原产能300

万吨/年〕



20 陕西德源府谷能源有限公司府谷
县三道沟煤矿

500 （陕）MK安许证字〔121380〕 榆林市府谷县

21 榆林市杨伙盘煤矿 400 （陕）MK安许证字〔111010〕

22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山
煤矿

390 （陕）MK安许证字〔101039〕 榆林市府谷县

23 陕西南梁矿业有限公司 300 （陕）MK安许证字〔111013〕 榆林市府谷县

24 陕西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有限公
司

300 （陕）MK安许证字〔101021〕 榆林市神木市

25 陕西银河煤业开发有限公司薛庙
滩煤矿

300 （陕）MK安许证字〔111055〕 榆林市榆阳区

26 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府谷
县青龙寺煤矿

300 （陕）MK安许证字〔101050〕 榆林市府谷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27 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有限公

司
240 （陕）MK安许证字〔121263〕 榆林市神木市

28 神木煤业石窑店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240 （陕）MK安许证字〔111038〕 榆林市神木市

29 神木县惠宝煤业有限公司 240 （陕）MK安许证字〔121215〕 榆林市神木市

30 神木县孙家岔镇狼窝渠煤矿 240 （陕）MK安许证字〔131102〕 榆林市神木市

31 榆林泰发祥矿业有限公司麻黄梁
煤矿

240 （陕）MK安许证字〔111029〕 榆林市榆阳区

32 陕西省府谷县沙沟岔煤矿 210 （陕）MK安许证字〔111057〕 榆林市府谷县

33 府谷县能东煤矿有限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059〕 榆林市府谷县

34 府谷县瑞丰煤矿有限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148〕 榆林市府谷县

35 陕西奥维乾元化工有限公司府谷
县海则庙煤矿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371〕 榆林市府谷县

36 陕西黑龙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149〕 榆林市神木市

37 陕西中太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朱家
峁煤矿

150 （陕）MK安许证字〔111053〕 榆林市横山区

38 神木县东川矿业有限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221〕 榆林市神木市

39 神木县嘉元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288〕 榆林市神木市

40 神木县隆德矿业有限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31033〕 榆林市神木市

41 神木县四门沟矿业有限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244〕 榆林市神木市

42 神木县乌兰色太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250〕 榆林市神木市



43 神木县新窑煤业有限公司 150 （陕）MK安许证字〔121178〕 榆林市神木市

44 府谷县宝山煤业有限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104〕 榆林市府谷县

45 府谷县郭家湾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1032〕 榆林市府谷县

46 府谷县兴胜民煤矿有限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063〕 榆林市府谷县

47 府谷县中联矿业有限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128〕 榆林市府谷县

48 陕西恒源煤电集团赵家梁煤矿有
限责任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31100〕 榆林市神木市

49 陕西神木县孙家岔镇崔家沟合伙
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 〔121332
〕

榆林市神木市

50 陕西省府谷县国能矿业有限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60〕 榆林市府谷县

51 陕西省府谷县中能亿安矿业有限
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02〕 榆林市府谷县

52 陕西省榆林市大梁湾煤矿有限公
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88〕 榆林市榆阳区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53 陕西益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77〕 榆林市神木市

54 神木县大砭窑气化煤有限责任公
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31045〕 榆林市神木市

55 神木县店塔镇石岩沟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47〕 榆林市神木市

56 神木县麻家塔乡贺地山红岩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173〕 榆林市神木市

57 神木县三江能源有限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70〕 榆林市神木市

58 榆林市千树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千树塔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31386〕 榆林市榆阳区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59 榆林市神树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神树畔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31387〕 榆林市榆阳区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
60 榆林市榆阳区白鹭煤矿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099〕 榆林市榆阳区

61 府谷县煤化工集团亿隆矿业有限
公司

120 （陕）MK安许证字〔121315〕 榆林市府谷县

62 府谷县府谷镇二矿 100 （陕）MK安许证字〔121143〕 榆林市府谷县

63 神东天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海
则煤矿

100 （陕）MK安许证字〔101037〕 榆林市神木市

64 神木县瑶渠煤业有限公司 100 （陕）MK安许证字〔121126〕 榆林市神木市

65 府谷县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63〕 榆林市府谷县

66 府谷县和谐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274〕 榆林市府谷县



67 府谷县弘建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15〕 榆林市府谷县

68 府谷县鸿锋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05〕 榆林市府谷县

69 府谷县华秦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31381〕 榆林市府谷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70 府谷县建新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087〕 榆林市府谷县

71 府谷县锦盛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46〕 榆林市府谷县

72 府谷县老高川乡恒益煤矿有限公
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071〕 榆林市府谷县

73 府谷县通源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45〕 榆林市府谷县

74 府谷县万泰明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89〕 榆林市府谷县 首次公告（建设转生
产）75 府谷县新民镇东沟联办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226〕 榆林市府谷县

76 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54〕 榆林市府谷县

77 府谷县新民镇丈八崖联办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13〕 榆林市府谷县

78 府谷县新阳矿业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62〕 榆林市府谷县

79 府谷县亿源煤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31〕 榆林市府谷县

80 陕西省何家塔煤矿〔5-2煤系统〕 90 （陕）MK安许证字〔111035〕 榆林市神木市

81 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有限公
司三号井

90 （陕）MK安许证字〔131055〕 榆林市神木市

82 神木市店塔镇板墩焉村办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31385〕 榆林市神木市

83 神木县百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李
家沟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79〕 榆林市神木市

84 神木县东梁矿业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19〕 榆林市神木市

85 神木县汇兴矿业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34〕 榆林市神木市

86 神木县孙家岔镇海湾村河畔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11〕 榆林市神木市

87 神木县孙家岔镇刘石畔村阴湾煤
矿有限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350〕 榆林市神木市

88 神木县中鸡镇板定梁塔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40〕 榆林市神木市

89 榆林市永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90 （陕）MK安许证字〔121123〕 榆林市榆阳区

90 榆林市榆阳区常兴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054〕 榆林市榆阳区



91 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镇二墩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090〕 榆林市榆阳区

92 榆林市榆阳区三台界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11012〕 榆林市榆阳区

93 榆林市榆阳区鑫源煤矿 90 （陕）MK安许证字〔121018〕 榆林市榆阳区

94 府谷县德丰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59〕 榆林市府谷县

95 府谷县飞马梁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32〕 榆林市府谷县

96 府谷县福庆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67〕 榆林市府谷县

97 府谷县工农联营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42〕 榆林市府谷县

98 府谷县汇能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78〕 榆林市府谷县

99 府谷县金宏湾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21〕 榆林市府谷县

100 府谷县三道沟乡下韩梁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29〕 榆林市府谷县

101 府谷县顺垣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078〕 榆林市府谷县

102 府谷县田家寨镇新田煤矿有限公
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74〕 榆林市府谷县

103 府谷县万达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62〕 榆林市府谷县

104 府谷县祥荣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39〕 榆林市府谷县

105 府谷县谊丰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069〕 榆林市府谷县

106 横山县韩岔乡东方红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75〕 榆林市横山区

107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横山县
魏家楼乡天云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57〕 榆林市横山区

108 横山县张家洼煤炭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58〕 榆林市横山区

109 陕西神木神源煤炭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50〕 榆林市神木市

110 神府集华王才伙盘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08〕 榆林市神木市

111 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三一
煤井

60 （陕）MK安许证字〔121042〕 榆林市神木市

112 神木市神广煤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31384〕 榆林市神木市

113 神木县朝源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73〕 榆林市神木市

114 神木县创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60〕 榆林市神木市

115 神木县店塔镇黑拉畔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12〕 榆林市神木市

116 神木县店塔镇孙营岔一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43〕 榆林市神木市



117 神木县海鸿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47〕 榆林市神木市

118 神木县聚隆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76〕 榆林市神木市

119 神木县前梁矿业有限公司〔原神
木县店塔镇前梁镇办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79〕 榆林市神木市

120 神木县瑞祥煤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49〕 榆林市神木市

121 神木县盛博煤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91〕 榆林市神木市

122 神木县硕嘉湾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71〕 榆林市神木市

123 神木县孙家岔镇河西联办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83〕 榆林市神木市

124 神木县孙家岔镇崖窑峁矿业有限
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54〕 榆林市神木市

125 神木县泰华煤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125〕 榆林市神木市

126 神木县天瑞煤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53〕 榆林市神木市

127 神木县西沟乡圪柳沟村办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01〕 榆林市神木市

128 神木县鑫轮矿业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03〕 榆林市神木市

129 榆林市上河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14〕 榆林市榆阳区

130 榆林市榆阳区东风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11014〕 榆林市榆阳区

131 榆林市榆阳区金牛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11011〕 榆林市榆阳区

132 榆林市榆阳区农垦榆卜界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001〕 榆林市榆阳区

133 榆林市榆阳区十八墩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005〕 榆林市榆阳区

134 榆林市榆阳区泰普常家梁煤业有
限公司常家梁煤矿

60 （陕）MK安许证字〔121324〕 榆林市榆阳区

135 府谷县普禾煤矿有限公司 60 （陕）MK安许证字〔121298〕 榆林市府谷县

136 府谷县红草沟煤矿有限公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1141〕 榆林市府谷县

137 府谷县老高川乡芦家梁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082〕 榆林市府谷县

138 府谷县普泉煤业有限公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1227〕 榆林市府谷县

139 府谷县瑞泰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210〕 榆林市府谷县

140 府谷县三道沟乡常胜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057〕 榆林市府谷县

141 府谷县张明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1113〕 榆林市府谷县



142 横山县胜凯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横
山县殿市镇胜凯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376〕 榆林市横山区

143 神木市孙家岔大湾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31383〕 榆林市神木市

144 神木县店塔镇老张沟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193〕 榆林市神木市

145 神木县麻家塔乡河湾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268〕 榆林市神木市

146 神木县苏家壕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112〕 榆林市神木市

147 神木县新圪崂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1341〕 榆林市神木市

148 神木县永兴乡柳沟村联办煤矿 45 （陕）MK安许证字〔121124〕 榆林市神木市

149 神木县赵仓峁矿业有限公司 45 （陕）MK安许证字〔121152〕 榆林市神木市

150 府谷县华成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97〕 榆林市府谷县

151 府谷县宋家圪台煤矿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1348〕 榆林市府谷县

152 横山县财源煤业有限公司横山县
财源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312〕 榆林市横山区

153 横山县樊家河煤矿二号矿 30 （陕）MK安许政字〔111016〕 榆林市横山区

154 横山县樊家河煤矿三号矿 30 （陕）MK安许政字〔111017〕 榆林市横山区

155 横山县韩岔乡庙渠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86〕 榆林市横山区

156 横山县兴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横
山县殿市镇兴维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92〕 榆林市横山区

157 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有限公
司二号井

30 （陕）MK安许证字〔111007〕 榆林市神木市

158 神木县大柳塔镇丁家渠村炭窑渠
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379〕 榆林市神木市

159 神木县大柳塔镇贾家畔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075〕 榆林市神木市

160 神木县大柳塔镇油房梁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108〕 榆林市神木市

161 神木县麻家塔乡敖包沟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54〕 榆林市神木市

162 神木县煤炭公司燕家塔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106〕 榆林市神木市

163 神木县三道峁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04〕 榆林市神木市

164 神木县孙家岔镇阳崖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339〕 榆林市神木市

165 神木县腾伟矿业有限公司 30 （陕）MK安许证字〔121075〕 榆林市神木市



166 神木县西沟乡响水河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69〕 榆林市神木市

167 神木县瑶镇乡黄土庙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058〕 榆林市神木市

168 神木县永兴乡高庄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077〕 榆林市神木市

169 神木县永兴乡圪针崖底村办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271〕 榆林市神木市

170 神木县永兴乡梅庄煤矿 30 （陕）MK安许证字〔121182〕 榆林市神木市

合计（251处） 4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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