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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行业级煤质管理标准化矿井、质量标准化局化验室

和优秀煤质管理工作者公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一、2019-2020 年度行业级煤质管理工作标准化矿井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马煤矿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石槽村煤矿

3. 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敏东一矿

4. 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榆泉煤矿

5.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孔庄煤矿

6.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龙东煤矿

7.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徐庄煤矿

8.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姚桥煤矿

9.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集一矿

10.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刘庄煤矿

11.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门克庆煤矿

12.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

13.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山不拉煤矿

14.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范各庄矿业分公司

15.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吕家坨矿业分公司

16.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钱家营矿业分公司

17.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欢坨矿业分公司

18.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

19.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三号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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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翟镇煤矿

21.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滨湖煤矿

22. 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23.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24.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

25.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付村煤业有限公司

26. 山东东山新驿煤矿有限公司

27.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田陈煤矿

28.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柴里煤矿

29.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庄煤业有限公司

30.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蒋庄煤矿

31.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梁家煤矿

32.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华宫矿

33.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浙能麻家梁煤业有限公司

34.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5.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马脊梁矿

3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煤峪口矿

37.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煤矿

38.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

39.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永定庄煤业公司

4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城事业部长平公司

41.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神公司沙坪煤矿

42. 晋阳事业部晋城公司关岭山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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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泰安煤矿

44. 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泰山隆安煤矿

45.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新景公司

46.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47.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48. 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49.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阳煤矿

50.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贺西煤矿

51.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

52.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兴煤矿

53.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峪煤矿

54.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柳湾煤矿

55.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曙光煤矿

56. 霍州煤电集团紫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7.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辛置煤矿

58.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马兰矿

59.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曲煤矿

60.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铭矿

61.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镇城底矿

62.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顾北煤矿

63.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集煤矿

64.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谢桥煤矿

65.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顾桥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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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北公司色连二矿

67. 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唐家会矿

68.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朱庄煤矿

69.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店一井煤矿

70.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店二井煤矿

71.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双龙公司

72.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桃园煤矿

73.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柳矿

74.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75. 陕西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有限公司

76.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陆煤矿

77. 龙煤七台河公司新建煤矿

78. 龙煤七台河公司龙湖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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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2020 年度行业级煤质管理工作标准化露天矿（排名不分先后）

1.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乌素露天煤矿

2.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黑岱沟露天煤矿

3.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尼河露天矿

4.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东露天煤矿

5.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家岭露天矿

6. 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猫儿沟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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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2020 年度行业级煤质管理工作标准化局化验室（排名不分先后）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宁东化验室

2. 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质化验室

3. 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储装中心煤质化验室

4. 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质化验室（哈尔乌素分区）

5. 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榆泉煤矿化验室

6. 国能神木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化验室

7.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煤质运销管理中心

8.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洗选中心化验室

9.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质量检测中心

1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化验室

11.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质量管理处化验室

12.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煤管理中心化验室

13. 新汶矿业集团煤炭产品研发管理中心化验室

14.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化验室

15.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中心化验室

1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煤质管理监测中心

17.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临汾宏大公司煤质中心

18.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选煤质量管理中心中心实验室

19. 潞安化工集团营销总公司检测化验室

20.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质检测中心

21.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质化验室

22. 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西山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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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霍州化验室

24.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运销分公司中心化验室

25.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分公司化验室

26. 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局化验室

27.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质选煤管理处中心化验室

28. 临汾市尧都区美特润煤焦检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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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2020 年度优秀煤质管理工作者

1. 赵建军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马煤矿

2. 赵 华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石槽村煤矿

3. 邵汝岭 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敏东一矿

4. 郝相应 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榆泉煤矿

5. 马正龙 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6. 韩君锋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集一矿

7. 赵庆宏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门克庆煤矿

8. 王忠臣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

9. 路永波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山不拉煤矿

10. 宋广林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范各庄矿业分公司

11. 冯彦龙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吕家坨矿业分公司

12. 樊永柱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钱家营矿业分公司

13. 王新刚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欢坨矿业分公司

14. 张 博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

15. 杨树合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三号煤矿

16. 孙玉华 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翟镇煤矿

17. 李世光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滨湖煤矿

18. 王含青 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19. 徐 楠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20. 郑玉宝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

21. 闫君旭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田陈煤矿

22. 曹永伟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柴里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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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孙 伟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庄煤业有限公司

24. 张 庆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蒋庄煤矿

25. 刘 炜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梁家煤矿

26. 王学文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华宫矿

27. 程岳东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浙能麻家梁煤业有限公司

28. 王 虹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9. 丰科香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马脊梁矿

30. 左风武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煤峪口矿

31. 贾 明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煤矿

32. 辛 伟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

33. 张 福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永定庄煤业公司

34. 王 华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城事业部长平公司

35. 彭洋洋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神公司沙坪煤矿

36. 王海军 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泰安煤矿

37. 李元奇 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泰山隆安煤矿

38. 许永刚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新景公司

39. 郝新飞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40. 王贝贝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41. 王安伟 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42. 王建兵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阳煤矿

43. 付 强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贺西煤矿

44. 李 伟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

45. 高文祥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峪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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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高春生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兴煤矿

47. 尉斌斌 霍州煤电集团紫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8. 张敬波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辛置煤矿

49. 王久枝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马兰矿

50. 李 玮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铭矿

51. 丁明高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顾北煤矿

52. 梁 东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集煤矿

53. 张 群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谢桥煤矿

54. 汤本双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顾桥煤矿

55. 金保怀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北公司色连二矿

56. 王志强 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唐家会矿

57. 谢 伟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 李 剑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朱庄煤矿

59. 张永茂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店一井煤矿

60. 贾 明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店二井煤矿

61. 张争辉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双龙公司

62. 徐 建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桃园煤矿

63. 李 欢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柳矿

64. 孟建军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65. 范国玉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陆煤矿

66. 匡 宇 龙煤七台河公司新建煤矿

67. 周纯海 龙煤七台河公司龙湖煤矿

68. 刘 宇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乌素露天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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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高 岩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尼河露天矿

70. 常永刚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家岭露天矿

71. 梁旭东 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猫儿沟煤矿

72. 王正生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质检计量中心

73. 左庆文 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储装中心煤质化验室

74. 孙杨洋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洗选中心化验室

75. 平建中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质量检测中心

76. 陈传海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质量管理处化验室

77. 刘晓慧 山东能源集团营销贸易公司质量管理部

78. 郭晓军 新汶矿业集团煤炭产品研发管理中心化验室

79. 王秀亮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化验室

80. 武春磊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阳事业部忻州公司中心化验室

81. 薛 瑾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煤质管理监测中心

82. 张超国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临汾宏大公司煤质中心

83. 张 波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选煤质量管理中心中心实验室

84. 程志红 潞安化工集团营销总公司煤质洗选中心

85. 武晋晶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质检测中心

86. 孔德涛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质化验室

87. 周晓慧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运销分公司中心化验室

88. 缑胜波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分公司化验室

89. 赵东权 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局化验室

90. 樊丽军 临汾市尧都区美特润煤焦检验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