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煤矿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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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所在地址

1 陆良县源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石槽河露天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30008〕 曲靖市

2 麒麟区独木所小窑沟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84〕 曲靖市

3 曲靖市大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山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040040〕 曲靖市

4 曲靖市麒麟区巴家沟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40057〕 曲靖市

5 师宗县朝阳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朝阳煤矿一号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89〕 曲靖市

6 师宗县雄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雄壁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040093〕 曲靖市

7 云南省兴云煤矿庆云矿井 1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165号 曲靖市

8 富源县老厂镇宏发煤矿 1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53〕 曲靖市

9 富源县泰新经贸有限公司普柏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70001〕 曲靖市

10 富源县恒达煤业有限公司恒达煤矿 4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49〕 曲靖市

11 富源县大槐树煤业有限公司大树脚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6号 曲靖市

12 师宗县丹凤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丹凤煤矿喇叭箐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92〕 曲靖市

13 云维集团公司四角地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54号 曲靖市

14 富源县欣欣煤业有限公司欣欣煤矿 60 (滇)MK安许证字〔20120001〕 曲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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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 11 (滇)MK安许证字〔20050047〕 曲靖市

16 富源县合宏煤业有限公司合宏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882号 曲靖市

17 宣威市发电选煤有限责任公司马龙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727号 曲靖市

18 宣威市龙潭镇何家地煤矿水井沟井 21 （滇）MK安许证字〔2017]0012号 曲靖市

19 宣威市鑫平矿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3号 曲靖市

20 宣威市金湾矿业有限公司乐丰乡新德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8〕0020号 曲靖市

21 宣威煤电联营有限责任公司园田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170003〕 曲靖市

22 宣威市必昌矿业有限公司旧堡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05]0340号 曲靖市

23 宣威发电选煤有限责任公司格宜煤矿花大沟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705号 曲靖市

24 倘塘镇双道沟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0号 曲靖市

25 宣威煤电联营有限责任公司月亮田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70004〕 曲靖市

26 富源东源金发煤业有限公司富源县竹园镇金发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875号 曲靖市

27 富源县竹园镇打磨塘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144号 曲靖市

28 富源县后所镇老牛场煤矿一号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59〕 曲靖市

29 云南湾田集团戛达煤业有限公司戛达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8]0018号 曲靖市

30 富源县合乐武煤业有限公司合乐武煤矿一号井 21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3号 曲靖市

31 曲靖市师宗县大冲沟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90〕 曲靖市



32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雄达煤矿 60 (滇)MK安许证字[2005]0804号 曲靖市

33 富源县东南矿业有限公司营上镇宽塘煤矿二号井 60 (滇)MK安许证字〔20050031〕 曲靖市

34 富源县色补煤业有限公司色补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52号 曲靖市

35 富源县大格煤业有限公司大格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1号 曲靖市

36 云南湾田集团阿令德煤业有限公司二号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411〕 曲靖市

37 云南省恩洪煤矿二号井 60 (滇)MK安许证字〔20050163〕 曲靖市

38 富源县竹园镇色水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896〕 曲靖市

39 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富源县大则勒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148〕 曲靖市

40 曲靖市中村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70002〕 曲靖市

41 师宗县瓦鲁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87号 曲靖市

42 富源县兴波煤业有限公司兴波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417号 曲靖市

43 麒麟区独木所叠水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40054〕 曲靖市

44 富源县老厂镇箐地沟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391号 曲靖市

45 富源县竹园镇永安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891号 曲靖市

46 富源县营上镇海扎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32〕 曲靖市

47 宝山镇宝山煤矿余家大箐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6]0285号 曲靖市

48 宝山镇宝达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5号 曲靖市



49 龙场镇大箐坡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291号 曲靖市

50 云南斯派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富源县斯派尔煤矿 60 (滇)MK安许证字[2010]0016号 曲靖市

51 东山镇大湾煤矿大湾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307号 曲靖市

52 倘塘镇铺子煤矿铺子井 21 (滇)MK安许证字[2005]0700号 曲靖市

53 云南恒隆煤业有限公司恒鼎祖德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45〕 曲靖市

54 富源县土桥煤业有限公司土桥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407〕 曲靖市

55 师宗县大舍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大舍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94号 曲靖市

56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丹烁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805号 曲靖市

57 富源县中安镇紫泉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4号 曲靖市

58 罗平县祥云经贸有限公司舍迫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1082号 曲靖市

59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慕乐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803〕 曲靖市

60 富源县打厂沟煤业有限公司打厂沟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865号 曲靖市

61 富源县老厂镇舍乌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05]0390号 曲靖市

62 富源雄硐煤业有限公司十八连山镇雄硐煤矿 45 (滇)MK安许证字〔20050382〕 曲靖市

63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平庆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2号 曲靖市

64 富源县老炭山煤业有限公司老炭山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380〕 曲靖市

65 曲靖富源黑路山煤业有限公司黑路山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35〕 曲靖市



66 富源县小凹子煤业有限公司小凹子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397〕 曲靖市

67 羊场煤矿得马矿井 30 (滇)MK安许证字〔20100013〕 曲靖市

68 富源县老牛坡煤业有限公司老厂镇老牛坡煤矿 24 (滇)MK安许证字〔20050055〕 曲靖市

69 宣威市弘源矿业有限公司双河乡花月煤矿花月井 21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6〕 曲靖市

70 宣威市杨梅树矿业有限公司杨梅树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4〕 曲靖市

71 富源县大槐树煤业有限公司大槐树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1〕 曲靖市

72 富源县大河镇祥兴煤业有限公司祥兴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8号 曲靖市

73 宣威来宾光明煤电有限公司沈冲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14]0005号 曲靖市

74
麒麟区独木所偏坡煤矿咱嘎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40023〕 曲靖市

75 宣威市乐丰乡乐丰煤矿汤家沟井 30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9号 曲靖市

76 倘塘镇启龙煤矿韩家沟井 21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5〕 曲靖市

77 云维集团公司团结煤矿 11 (滇)MK安许证字〔20050143〕 曲靖市

78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天井煤矿有限公司天井煤矿 28 (滇)MK安许证字[2005]0384号 曲靖市

79 云南凯迪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墨红镇补木煤矿 10 (滇)MK安许证字〔20050403〕 曲靖市

80 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1081〕 曲靖市

81 云南东源煤电羊场口煤业有限公司羊场口煤矿二号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24号 曲靖市

82 宣威市志祥矿业有限公司炉房沟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05]0378号 曲靖市



83 宣威市皂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皂卫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60001〕号 曲靖市

84 曲靖市众豪煤业有限公司岔沟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90013〕 曲靖市

85 永平县羊街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7]0013号 大理州

86 华坪大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大凉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97号 丽江市

87 祥云县宏瑞矿业有限公司长永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06号 大理州

88 楚雄州吕合煤业有限公司观音坝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55〕 楚雄州

89 华坪宏盛煤业有限公司河东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39号 丽江市

90 楚雄州吕合煤业有限公司长坡露天煤矿（露天矿） 45 (滇)MK安许证字〔20050079〕 楚雄州

91 楚雄市吕合镇石鼓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石鼓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210〕 楚雄州

92 华坪宏盛煤业有限公司马脑坡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25号 丽江市

93 华坪县焱光实业有限公司油米塘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19号 丽江市

94 华坪县焱光实业有限公司叶家湾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09号 丽江市

95 楚雄市树苴乡煤炭开发经营公司大迤能煤矿小岗箐矿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190010〕 楚雄州

96 华坪宏盛煤业有限公司红花场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08号 丽江市

97 华坪县鸿云矿业有限公司德茂天才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1326号 丽江市

98 华坪县圣达煤业有限公司石板箐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945号 丽江市

99 华坪县杨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磨刀湾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1号 丽江市



100 祥云县万祥工矿有限责任公司大箐海煤矿一号井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2号 大理州

101 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小龙潭露天矿（露天矿） 190 (滇)MK安许证字〔20040003〕 红河州

102 云南省可保煤矿皂角露天坑 90 (滇)MK安许证字[2005]0076号 昆明市

103 先锋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先锋露天煤矿 390 (滇)MK安许证字[2005]0123号 昆明市

104 澜沧县上允镇竜浪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60257〕 普洱市

105 景东县大街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1154号 普洱市

106 宜良县小箐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7号 昆明市

107 文山州煤业有限公司普阳煤矿（露天矿） 90 (滇)MK安许证字〔20050451〕 文山州

108 弥勒脚落沼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脚落沼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110005〕 红河州

109 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弥勒县跨竹矿区山心村煤矿(露天)500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2〕 红河州

110 弥勒市吉田煤矿 15 (滇)MK安许证字〔20050102〕 红河州

111 泸西县顺鸿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190021〕 红河州

112 云南中杨能源有限公司小发路煤矿 45 （滇）MK安许证字〔2018〕0015号 昭通市

113 镇雄县融安煤矿有限公司融安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760号 昭通市

114 云南东源镇雄煤业有限公司朱家湾煤矿 60 (滇)MK安许证字〔20130009〕 昭通市

115 镇雄县狮子山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70010〕 昭通市

116 镇雄县麻塘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9〕 昭通市



117 镇雄县久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久源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190008〕 昭通市

118 镇雄县赵院煤矿有限公司赵院煤矿 30 (滇)MK安许证字〔20050784〕 昭通市

119 绥江县板栗煤矿 21 (滇)MK安许证字〔20051288〕 昭通市

120 云南能投威信煤炭有限公司（观音山煤矿二井） 60 (滇)MK安许证字〔20170005〕 昭通市

121 云南东源镇雄煤业有限公司长岭一号煤矿 60 (滇)MK安许证字〔20120002〕 昭通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