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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9,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烧碱、聚氯乙烯、液氯、盐酸及其它化工附属品。 货物运输（1类

1项，2类1项，2类2项，3类，8类，4类3项）。

阳泉煤业集团沙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精营东二道街18号

法定代表人：高彦清

注册资本：14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煤炭开采企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及管理，煤炭开采技术咨询服务；房屋

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矿山原材料的销售。

阳煤集团烟台巨力化肥有限公司

住所：莱阳市荆山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李照田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液体无水氨、工业用甲醇、液体二氧化碳；制造销售尿素、碳

酸氢铵（凭环保许可经营）；普通货运（。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路17号

法定代表人：李富荣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制作、安装、销售建筑门窗，生产、销售隔热和

隔音材料，制作、销售钢模板、钢架板、直螺纹套筒，U型卡，加工、销售塑料板、管及型材，劳务派遣。

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公路路基工程，预

拌商品混凝土，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阳泉新宇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西河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石晓红

注册资本：624.49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资质证核定范围内的工程地质勘察，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治理、监理、监测，

矿产地质调查与勘探，水文地质勘察及钻井，地球物理勘探，矿山测绘、工程测绘及城市规划测量，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评估、绘制、复制图纸，房屋租赁，吊装。

山西嘉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西河口馨安家园1号楼5层

法定代表人：李蔼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

山西阳煤集团南岭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南岭村

法定代表人：田秀龙

注册资本：11,333.43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经营）。

阳泉煤业集团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盂县路家村镇石坡峪村

法定代表人：宁斌

注册资本：9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开采

一般经营项目：煤矿建材及设备购销。

山西嘉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霍显亮

注册资本：1,0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货物、工程、服务的招标代理，代理编制招标文件，审查投标人资格，编制

标底，草拟合同以及其它相关业务的咨询及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经国家批准的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

山西亚美建筑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驼岭头村（白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淮红管

注册资本：15,475.7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水泥、水泥添加剂，混凝土免烧砖，加工石料、包装袋，机械加工，销售建

材、钢材、木材、汽车配件、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家电维修，

房屋租赁，加工耐火材料、磨具、磨料、建筑材料、金属制品、石料，生产、销售氧化铝、脱硫剂，铁路转运，

化验，计量服务，出口铝矾土及其熟料、粉料、铝镁浇注料、青刚玉、粘土耐火砖、高铝砖、硬质粘土、焦宝

石，进口本公司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预制构件制作。

阳泉鹏飞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一矿红岭湾

法定代表人：温向生

注册资本：2,6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室内装潢，场地租赁，汽车及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矿山钻孔打钻，采

空区治理（该两项应取得资质证书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销售文具用

品、体育用品、五金、交电，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加工，销售楼板及其它预制构件、铝合金门窗、

PVC管件、橡胶制品、彩瓦、人行道砖，销售建材、钢材、电线，电缆、机械设备（不含汽车）、一般劳保用

品；加工销售矿用支护产品，商品混凝土，正餐服务（该项限分公司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住所：临淄区一化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丁连杰

注册资本：11,632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甲醇、氨（液化的）、氨溶液、硫磺、氢（压缩）、一氧化碳和

氢混合物（合成气）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尿素、复混肥料，新鲜水、纯水、软水、仪表风、蒸汽、二氧化碳气体产品、粉

煤灰、塑编、注塑、棚膜、地膜；销售氮气、转供电；自产产品技术咨询、服务；机电仪维修；设备、土地、房屋

租赁；劳务派遣（不含境外劳务）；供热；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证后经营）*（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

营）。

石家庄正元化肥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灵寿县正南北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赵俊科

注册资本：18,4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液氨（20万吨/年）、甲醇（8万吨/年）、硫磺（0.2万吨/年），农用尿素、碳酸氢氨，销

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平原县城立交东路15号

法定代表人：杨学英

注册资本：56,029.65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液体无水氨、工业甲醇生产、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合成氨、尿素、农用碳酸氢铵、多肽尿素、硫酸铵、缓控释肥、氨水、三聚氰胺、塑料制

品、化肥、发电、蒸汽、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服装，棉麻，化纤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禁止的除外）。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城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宋增瑞

注册资本：7,73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液氨6万吨/年、苯胺1.3万吨/年、硝酸钠0.45万吨/年、亚硝酸钠0.55万吨/年、甲醇7万

吨/年、环已胺0.4万吨/年、工业硝酸10万吨/年、硫磺0.15万吨/年、二氧化碳0.6万吨/年、二环已胺0.2万/

年、酸氢铵15万吨/年、碳酸氢铵、乙醛酸、生物肥料、复合肥料，销售自产产品。

石家庄柏坡正元化肥有限公司

住 所：河北省平山县正元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立秋

注册资本：24,83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农用尿素、甲醇、液氨、硫磺，二甲醚，销售自产产品。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

法定代表人：王玉柱

注册资本：46,926.46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化工化纤产品的生产（持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 餐饮、住宿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化纤产品、销售及出口贸易、化工产品及建材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引进;

技术转让与许可，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化工工程设计和化工项目总承包；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进口，批发零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

纺织品，塑料制品，装潢材料，建材（上述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持许可证生产、经营）。

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司

住所：保德县孙家沟乡孙家沟村

法定代表人：贾常忠

注册资本：4,081.63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

河北金墨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石家庄市新华区翔翼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金成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机械设

备（特种设备除外）、初级农产品、建材（木材除外）、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及日用品、文具

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品（古玩除外）零售：煤炭批发。 （以上全部范围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

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阳煤集团和顺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平松乡白泉村和尚垴

法定代表人：许建锋

注册资本：43,465.6357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尿素、甲醇、液氨、硫磺（须取得有效的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生

产经营）。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许可审批的凭有效的许可证件核定的范围，期限经

营） 。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住所：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焦化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田建文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焦油，粗苯，硫磺，煤气的生产

一般经营项目：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品除外）；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仅限分支

机构）。 焦化行业投资管理。

山西丰喜华瑞煤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新绛县三泉镇煤化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茹少普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加工和销售合成氨、尿素及其他化工产品。

山西阳煤集团碾沟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马峪乡涧沟村

法定代表人：王卫平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运城禹都经济开发区库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闫文泉

注册资本：66,9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煤化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装卸搬运。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农业用硝酸铵钙、硫酸铵、尿素、碳铵、复合肥、复混肥、原料化工产品、精细

化工产品、化工机械、建材、包装材料、纯碱、氯化铵、甲醇、液氧、液体二氧化碳、液氮、液氩、硝钠、亚硝酸

钠、聚乙二醇二甲醚、工业硝酸铵、氧气、乙炔、硝酸、甲醛、轻油、洗油、蒽油、炭黑油、粗酚、沥青、工业萘、

湿法炭黑、液氨、含腐殖酸水溶肥料、三聚氰胺、二甲基亚砜、氨基模塑料、环已酮，二东酚，己二酸、甘氨

酸。

阳煤集团青岛恒源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胶南市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马安民

注册资本：3,6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硝酸、硝酸钠、亚硝酸钠、邻苯二胺、间苯二胺、对苯二胺。

一般经营项目：按青外经贸贸发字（2001）150号资格证书批准的经营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以上

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阳泉煤业集团新环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武万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自营或代理金属及金属矿产品，化肥，橡胶制品，钢材，铁矿石，化工产品

（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铝矾土，建材，机械设备（不含小轿车），电子产品（不含

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的进出口业务，废旧钢材的回收和批发，经销铝，木材，五金交电，木浆，纸制品，铁合

金，锰矿石，铭矿石，耐火材料，铁矿渣（水渣），尿素，已二酸，硬脂酸，工业用棕榈油，稀土产品，磁性材

料，木片，聚氯乙烯，燃料油，焦炭，煤炭，仪器仪表，针纺织品，计算机软件开发，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

备）新型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对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行业进行投资及资产管理，物流

配送，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或禁止公司经营的除外，法律，法规规定需审

批的，应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晋中市阳煤扬德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晋中市寿阳县滨阳路平安小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郑爱卫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煤层气发电项目筹建及相关项目服务。

山西三木鑫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街207号（山西太行建设开发公司办公楼401室）

法定代表人：佘建平

注册资本：1,8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销售钢材，木材，建材，电线，电缆，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

收设备），五金，交电，橡胶制品，塑料制品，装饰装潢材料，铁矿石，铝矾土，耐火材料。

山西阳煤广瑞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晋中市榆次区张庆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东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刮板输送机，顺槽用刮板转载机，带式输送机，轮式破碎机，输

送机用减速器及配件。 经销：钢材，生铁，矿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阳泉市三六五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郊区荫营东大街

法定代表人：赵丽英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纺织品，服装及日用品，文具，体育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建材，装潢材料，家俱，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化妆品，一般劳保用品，土产日杂（不含烟花爆竹），珠宝，首饰，钢材，五金，交电，润滑油，脂，婚纱

摄影，电器维护，场地，房屋，柜台租赁，商品展览服务。

阳泉北艺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东山大垴区

法定代表人：张江雄

注册资本：6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经营项目：房屋修缮，线路，管道维修，展览图版及玻璃幕墙安装，门窗安装。

山西 1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东区工业园区A区

法定代表人：高雪峰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矿用全液压侧卸式装煤（岩）机及其配件，矿用锚杆钻机及其

配件，加工，销售机械零部件，机械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五金，交电，钢材，建材，木材、煤矿设备维修。

山西景安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辛兴村黄沙嘴

法定代表人：刘根喜

注册资本：1,01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中餐类制售（不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

品）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维修防爆开关，电动机，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锚杆，矿用支护设备，配件，

机械配件加工，机电安装（不含特种设备），销售蓄电池。

阳泉市金法支护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桥南端

法定代表人：陈京俐

注册资本：3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拱形支架，锚杆，卡缆，机电

配件，梯形棚，金属网，瓦斯管，W钢带，滚压机械，浅槽分选机，旋流器及洗选配件，煤尘抑制剂，金属焊

接，机械安装修理，销售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建材，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钢材，贸易代理。

阳泉市矿区通达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市矿区三矿木场院内

法定代表人：梁海军

注册资本：2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修理矿山机电设备，支护产品，通用零部件，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备（国家不

准经营的除外），五金，建材，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通用零部件，日用百货，办

公用品，日杂（不含烟花爆竹）加工瓦斯管，设备检修，软件开发。

阳泉鑫盛旺通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道水清洼4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义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金属网，菱形网，皮带架，超前支护用品，防水装置，瓦斯管架，

机械设备修理及安装（不含特种设备）。

阳泉宏联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西山

法定代表人：高双喜

注册资本：6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钻头，钻杆，连接套，铸钢

件，钢带，U型棚，铁梁，铁腿，托辊，托盘，托梁，托架，道岔，锚杆，锚链，锁具，矿用支护产品，封孔器，除尘

器，瓦斯抽放软管，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水暖器材安装及加工，销售民用蜂窝

煤，销售钢材，木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建材，五金，交电，文具用品，检修钻机，水泵，减速器，皮带架

辊，绞车，回柱机，电缆，链轮，液压设备。

阳泉德源晟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选煤厂以东

法定代表人：张占伟

注册资本：3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开发，研究，制造，销售通用零部件，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通用仪器仪表，煤

矿用防爆电器，批发，零售钢材，木材，建材，办公用品，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工业自动化计算机系统的

设计，集成，安装，调试，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以下项目应取得资质证书方可经营）机电安装，电

子工程安装。

阳泉市东昊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城区南庄路8号（恒兴针织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刘忻怡

注册资本：2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液压机械及其配件，液压阀门，机械修理，销售，代储，代销机

械，电子设备（国家不准经营的除外），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建材，钢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摩托车及其零配件，办公用品，润滑油脂。

阳泉市盛德矿业物资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矿山路30号（红岭湾）

法定代表人：闫吉林

注册资本：1,827.9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制造铸钢件，铸铜件，铸铝件，设

备配件，加工防爆电机，直流电机，矿车，道岔，金属支护用品，矿用电缆，小型农用机电产品，机电安装，

加工闭式钢串片及配件，电镀箱，高低压开关柜，更衣柜，橡胶制品，螺旋绕管，铸铁件，销售机械（不含小

轿车），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技术咨询。

阳泉市程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煤山路32号

法定代表人：牛建新

注册资本：2,01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施工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工业，民用建筑，装饰装

璜工程矿山工程，市政工程设计，施工。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水泥制品，预制构件，塑钢门窗，木器，批发钢材，木材，建材，水暖器材，建

筑用机具，摸具，工程机械租赁。

山西光远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郊区义平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冯璟

注册资本：335.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及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热风炉，焚烧炉，除尘器，除渣机，上煤机，常压锅炉，茶炉，低压电器，暖风

机，电器修理，销售电器元件，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木材，建

材，钢材，铜材，铝材，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汽车（不含小轿车），百货，针纺织

品。

阳泉市矿区鸿泰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路（矿区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王淼

注册资本：59.4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洗浴；正餐服务（按本公司《餐饮服务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

零售卷烟，雪茄烟

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

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路水泉沟

法定代表人：李玉锁

注册资本：6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按本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

定的范围经营）。

阳泉新瑞昌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镇下烟村

法定代表人：郑碧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锅炉安装，改造，维修

（应在本公司《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经营）压力管道的安装（应在本公司《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采矿设备，金属制品，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修理，机电技术咨询，服务，物理，化学分

析，测试，销售仪器仪表，工具卡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建材，五金，交电，百货，日用杂货（法律，行政法

规及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审批的，应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阳泉日月恒综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平定县贵石沟（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第五有限公司办公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魏银海

注册资本：501.4555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煤矸石加工，销售，场地，房屋租赁，装

卸，地中衡称重，计算机网络工程，煤炭销售，矸仓清理，煤矸石回收利用，设备租赁，清洁服务。

阳泉信达通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小河滩

法定代表人：武喜亮

注册资本：1,388.89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矿山施工工程

一般经营项目：铸锻件加工，销售，机械加工，金属结构加工，设备检修，煤炭销售。

山西汇正建设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刘万江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企业《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核定范围内的建筑工程咨询业务

（含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

阳泉恒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道水清洼5号（三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荣哲惠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矿山设备及配件，加工水泥预制构件，煤矿用水泥支护用品，空心砖，经销钢

材，机电设备安装及维修，（上诉项目不含特种安全装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审批的，应经审批或许可

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阳泉市新力通达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大脑沟

法定代表人：乔明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采矿设备，修理采矿设备，经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一般劳保用品，销售末煤。

阳泉市明珠联控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矿区北大街5号阳煤集团集体宿舍楼209号

法定代表人：吕洪林

注册资本：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建筑业企业8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电子工程施工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网络工程，销售，维修家电，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

备，机械，电子产品（国家不准经营的除外），销售办公耗材，办公用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建材，装璜

材料，网页设计。

阳泉明达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四矿煤山路

法定代表人：刘维东

注册资本：211.93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振动筛及选煤用筛板，筛篮，筛选备件系列，液力联轴节及铝制

品加工，筛网生产线设计，施工，机械加工，加工胶制件，加工，制造矿山支护材料，矿用钻机配件，钻杆，

钻头，工业用聚氨脂制品及耐磨材料，修理电机，矿用机电设备，液力偶合器及矿用设备，销售钢材，铝

材，铜材，日用百货。

阳泉市光电经贸中心

住所：阳泉矿区洪桥商场四层

法定代表人：霍志明

注册资本：30万元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主营：批零五金交电，机械及电子设备（不含小轿车和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阳泉新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南外环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

注册资本：144.69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加工低压电器，矿用配件，矿用机电设备修理，防爆电器修理，金属结构件加

工，房屋修缮，采矿设备制造。

阳泉市丰裕矿山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郊区桃坡村（阳泉市鑫天通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赵建平

注册资本：18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修理，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机械设备（不

含小轿车），五金，交电。

阳泉兴辉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街9号（十八中学校内）

法定代表人：毛娟娟

注册资本：4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机械零部件及橡胶零件，设备维修（不含特种设备），经销钢材，木

材，建材，铝矾土，机械设备（不含小轿车），五金交电，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

阳泉矿区光达机运总厂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一矿黄石板

法定代表人：高珍会

注册资本：70.68875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滚筒包胶；

加工，修理H架，喷浆机，锚杆，钻机，滚筒，溜槽，手拉葫芦（15吨以下），耙岩机，装岩机，皮带机，掘进钻

车，支护产品，刮板输送机，托滚，封孔器及其配件;修理回柱机，绞车，减速器，立柱，千斤，油缸，加压泵，

水环泵，装煤机，液压钻车，皮带架，房屋养护，铝合金门窗安装，线路，水暖安装，设备管道清洗除垢，劳

务派遣，汽车租赁；密封板，封孔胶，机械零部件加工。

阳泉市宏鑫达经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郊区平坦镇大村村

法定代表人：李桂花

注册资本：3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钢板切割，延压，木器，五金加工（含金属网，刮板，拉钩，支护通用管接头，

托板，w钢带），销售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钢材，木材，汽车配件，

建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锚固剂，办公家具，一般劳保用品。

阳泉天开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四矿西山

法定代表人：张星云

注册资本：1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高低压开关设备成套配电设备，文件办公柜及其它金属结构

柜，输配电零配件，电子配件，煤矿井下安全仪器，仪表及矿用生产设备，金属表面处理。

阳泉华盛矿用设备厂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四矿东山

法定代表人：张安平

注册资本：1,021.95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器设备制造，修理，金属加工，机电设备安装，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

件。

阳泉美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安文华

注册资本：59.2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出版物，其他印刷品印刷 一般经营项目：装订书本，封面设计，销售纸张，

印刷器材。

阳泉市银建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矿区文化广场底商）

法定代表人：杨维平

注册资本：501.162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消防设施工程及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一般经营项目：经销消防器材，钢材，建材，机电设备（不含汽车），电

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消防技术咨询。

阳泉宇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西河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李丽芳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复印，打字；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地质，工程机械配件，汽车配件，钻探材料，钢材，建材，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地质测绘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一般劳保用品，办公用品，设备材料租

赁服务。

山西邦奥伟业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61号

法定代表人：赵善龙

注册资本：6969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照明产品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OLED照明产品及零配件，民用灯具，工

矿灯具，LED照明产品及零配件，水处理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安装，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司控道岔装

置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矿用防爆电器设备的开发，制造，销售，软件开发，通用仪器仪表制造，销售，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光源电器，太阳能组件及配件，太阳能路灯的研发，制造，销售，钢杆及喷

塑，卷杆加工，销售建材，钢材，橡胶制品，文具用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不含汽车），铸锻件及通用零

部件，汽车配件，保温材料，水暖器材，电缆，卫生洁具，装璜材料，五金，化工（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一般劳保用品，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审批的，应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经营）。

北京阳煤安索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兴桥大街1号南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武万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焦炭，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钢材，铁矿石，铝矾土，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

山西阳煤高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高新区科技街18号阳煤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董玉柱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工产品），稀土产品，普通机械

产品，五金交电，铝矾土，钢材，建材（不含竹，木材），铁矿石，不锈钢，铁合金，铁矿渣，锰矿石，金属材料

（不含贵稀金属），耐火材料，磁性材料，纸制品的销售，废旧钢材的回收和销售。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须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获准审批的以审批的有效期为准）。

阳泉煤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南亭公路1176号7幢910室

法定代表人：魏清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煤炭经营（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焦

炭，金属材料，建材，木材，矿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

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阳泉煤业集团太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杏花岭区教场巷50号发展大厦

法定代表人：董玉柱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废旧钢材的回收和销售；钢材，铁矿石，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铝矾土，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木材，五金交电，不锈钢，木浆，纸制品，铁合金，锰矿

石，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耐火材料，铁矿渣，化肥，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铁矿砂，煤制品，

黄金制品，橡胶制品，铝合金，陶粒砂，汽车配件，金属制品，铁精粉，铁矿粉，保温材料，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石膏，高岭土，针纺织品的销售，矿山机械设备的维修，商务信息咨询，煤炭，焦炭的销售，燃料油的销

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获审批未经批准前不得经营，许可项目在

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阳煤华信（山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银川路东香港路北006幢101号

法定代表人：武万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凭煤炭经营资格证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焦炭，燃料油（不含闪点在0度以下燃料油，无储存）五金交电，木浆，纸制品，

炉料，生铁，铁合金，铁矿石，锰矿石，铬矿石，耐火材料，铁矿渣（水渣），己二酸（不含危险化学品），硬

脂酸，工业用棕榈油，稀土产品，磁性材料，聚氯乙烯，矿产品（国家专项许可项目和禁止项目除外），石

制品，木制品，化工产品（国家专项许可项目和禁止项目除外）有色金属（专营，专控及许可经营的除

外），钢材，建材，装璜材料（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铝矾土，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肥，橡胶制品，

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以上范围需许可经营的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

山西阳煤中瑞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高新区振兴街11号1215室

法定代表人：武万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贸易：炉料，生铁，铁合金，钢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铝矾土，

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木浆，纸制品，锰矿石，铬矿石，铁矿石，耐火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化

工危险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建材（不含木材），装潢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煤制品

（不含焦炭，煤炭）的销售；新型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开发。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

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在许可有效期限内经营）。

阳泉市矿区大中广告制作中心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蒙河楼62号旁

法定代表人：赵永明

公司类型：其它机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打字，复印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牌匾，灯箱，条幅广告，零售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办公家俱，电子产品（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阳泉市宏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矿山中路东侧（三矿机电工区对面）

法定代表人：付霞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一般经营项目：装卸，搬运，劳务派遣，租赁模版，机械设备，承揽本公司《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

矿建工程施工。

阳煤集团寿阳新元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朝阳东街36号

法定代表人：侯海风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矿山支护产品制造，销售，煤矿机械加工，维修；公路运输中介服务；零售

电器原件，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工矿配件，大小百货，文化用品，劳保用品，建材，煤矸石销售；废旧物资

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西兆丰铝土矿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氧化铝厂内

法定代表人：贾成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铝矾土矿石。

山西宏厦第一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安工程分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虎尾沟

法定代表人：魏建国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隶属法人公司《施工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矿建工程、工业民

用建筑、土石方工程、公路工程、送变电工程施工。

阳泉市晋恒祥煤矸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选煤厂附近）

法定代表人：白燕俊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装卸、搬运服务。

阳泉煤业集团二矿建筑安装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

法定代表人：郭增元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企业《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矿山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水泥预制构件及建筑用金属配件。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五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小河滩（平定冶西）

法定代表人：张建设

注册资本：1,863.68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对所属子公司、参股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投资及资产管理；劳务派遣，汽

车、房屋租赁，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经销煤炭，建材、铝材、钢材、铜材、电线、电缆、五金交电、百

货、针纺织品、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化工原辅

材料，化肥，加工，销售金属网（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生产、销售煤岩体加固剂。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一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矿山路30号

法定代表人：赵保刚

注册资本：2,650.98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住宿、KTV、洗浴、棋牌、零售烟

一般经营项目：对所属子公司、参股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投资及资产管理，销售煤炭，建

材、磁铁矿粉、服装，日用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汽

车配件，润滑油，木材，电线电缆，PVC管材，钢材，铝材，铜材，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化工原辅材料，化肥，存车，房屋租赁，室内洗车（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加工免烧砖，空心砌

块，矸石砖，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利用硫铁矿废渣及废旧磁铁矿粉加工洗煤用磁铁矿粉，干洗，水

洗。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二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大车房高层底商一层

法定代表人：韩晋海

注册资本：3,770.2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对政策允许的阳泉煤业集团所属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投资及其资产管理，经销建材、

服装、金属结构件、钢材、铝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汽车配件、机电设备维修，水暖安装。 （以下限分公

司经营）房屋及汽车租赁，房屋修缮，制造煤矸石砖及水泥预制构件、加工木制品，金属结构件、机械零部

件、金属密封件，地毯，劳务派遣，装卸搬运，销售煤炭。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七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

注册资本：1,7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安装煤矿输送机，提升机，粑岩机，绞车，加工，销售机械零部

件，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经销五金，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日用百货，日用杂货，劳务派遣。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六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路水泉沟

法定代表人：徐炜

注册资本：94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机械零部件加工，修理，加工水泥预制构件，纸箱，橡胶密封制品，服装，

URC管件，制造矿用自救器，瓦斯抽放管，工业废渣免烧砖，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制造，销售矿用支护

用品（以上限分公司经营），家电维修，房屋养护，销售机械设备（不含汽车），五金，交电，百货，一般劳

保用品，针纺织品，清洁服务。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张卫东

注册资本：7,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政策允许的阳泉煤业集团所属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投资及其资产管理，

经销钢材、木材、建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化

肥，化工原辅材料，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三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阳煤三矿多营总公司综合服务公司办公楼内）

法定代表人：孔繁亮

注册资本：6,407.8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政策允许的阳泉煤业集团所属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投资及资产管理，机

电修理，房屋修缮，场地、房屋租赁，修理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液压支架，房屋修缮，销售建材、钢

材、室内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摩托车、煤炭、煤矸石、计算机、通讯器材、百货、针纺

织品、电子产品，铝锭，铜，铝，铅，锌，锡、化肥、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化工原辅材料，装卸、搬运，劳务派遣，煤泥烘干（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阳泉市广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郊区荫营镇窑沟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韩志成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锚索锚具，钻探机具，凿岩机具，锚杆，矿用支护产品，加工通用

零部件，经销机械设备（不含小轿车）。

山西景安钢塑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简子沟铁路南侧34号井场院

法定代表人：焦彦果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井下矿用支护钢塑网，菱形网，经纬网，销售普通机械，橡胶制

品，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钻头，化工（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

山西宇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城区桃北东路1号金联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彭春光

注册资本：3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建筑工程设计

一般经营项目：工程技术咨询，产品包装及商标标识设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

山西恒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桥北街刘家垴

法定代表人：霍培君

注册资本：11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煤炭，粉煤灰，煤矸石开发，利用，机电加工，修理，机电设备租赁，制造耐磨材

料，磨具，选煤设备，加工石材，铸造，销售建材，五金，交电，汽车配件，铝矾土，花卉，生石灰，熟石灰，净

水处理，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其网络系统集成，房屋修缮，加工，销售玻璃钢制品，装卸，搬运，收购废

旧金属（不含报废汽车）。 （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生产，销售纯净水，生产，销售饮用矿物质水。

阳泉新华茂截齿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煤山路（靠近富山村）

法定代表人：穆聪明

注册资本：527.8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截齿系列，凿岩钎具系列，振动筛及选煤用筛板，筛篮，筛选备

件系列，液力联轴节；筛网生产线设计，施工，机械加工，加工胶制件，修理电机，技术咨询，销售硬质合金

及钢材。

阳泉市华杰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25号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机械配件，维修小型机电设备，批发，零售钢材，木材，建材，机电设备（国家不准

经营的除外），五金，交电，汽车租赁，办公用品。

阳泉联安矿用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平定县东外环（新派塑胶厂内）

法定代表人：李卫锋

注册资本：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低压电器专用生产设备，高压开关专用设备制造，修理，铸锻件及通用零

部件制作，机械加工，机电设备及配件制造，修理，安装销售（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应经审批或许可

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阳泉吉安橡塑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平定县冠山镇东关新派厂内

法定代表人：彭国政

注册资本：55.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橡塑制品制造，销售。

阳泉华鑫矿山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日谭小区二组团6-4-4号

法定代表人：李智

注册资本：1,000.076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揽本公司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矿山工程，机电设备安装，设备线路，

管道安装及钢结构制作安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

一般经营项目：房屋修缮，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钢材，木材，建材，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

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阳泉市消防器材修配厂

住所：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下五渡村西

法定代表人：郭玉柱

注册资本：33万元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维修装配消防器材，消防器材配件，销售消防器材，房屋租赁。 兼营：经销

润滑油，脂，生产消防镐，铣，桶，钩，灭火器铝盖和各种卡垫。

山西燕阳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侯安庆

注册资本：3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逆变电源，焊接设备，工业控制系统的设计，改造和安装，加工，销售电力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物资串换，销售机电设备（国家不准

经营的除外），建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家电，日用百货，电子元器件：制造，销售埋刮板输送机，除渣

机，LED显示系统，劳务派遣，装卸，搬动，苗木花草养护，厂区绿化，物业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阳泉煤业集团泰兴设备维修公司

住所：阳泉市矿区（阳煤集团党校内）

法定代表人：刘晋阳

注册资本：20万元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经销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一般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不含汽车及卫星地面

接收设备），厂区绿化。

阳泉市洪福工贸中心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赵金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修理，制造，加工电器机械设备，机电配件，加工密封件，房屋修缮，提供劳

务服务（不含职业介绍和劳务分包），房屋租赁，经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日杂

（不含烟花爆竹）。

阳泉六通丝网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四矿西山

法定代表人：张云峰

注册资本：52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镀锌铅丝，冷拔丝，金属网，元钉，代购，代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

件。

阳泉市北方锅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城区滨河世纪凯旋世纪广场B座7-2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峰

注册资本：5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安装，改造，修理锅炉 ；加工锅炉辅机及配件（限分公司经营）（依法须经

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锅炉成套设备，辅机及零配件，建材，钢材，木材，装璜材料。

阳泉市新派方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平定县东关新派厂区

法定代表人：陈海明

注册资本：3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煤矿用给排水，通风，煤气管道，井下支护及其他相关塑料制

品。

阳泉华玉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铝矾土矿

法定代表人：武钦珂

注册资本：8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水泥包装袋，塑料包装袋，提供劳务，批发，零售汽车配件，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机械，电子产品（国家不准经营的除外），代销水泥，房屋租赁。

阳泉润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西街25号

法定代表人：林铁拴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矿用支护产品，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设备维护，修理，机械零

部件加工，批发，零售铜，铝，钢材，木材，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不含汽车及卫星地面接

收设备），化工产品及化工原辅材料（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化肥，百货，针纺织

品，日杂（不含烟花爆竹）一般劳保用品。

阳泉阳煤国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东山大垴区

法定代表人：朱润和

注册资本：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汽车租赁，房屋出租，吊车租赁。

阳泉鼎立反井施工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郊区李荫路冯家庄段

法定代表人：杨忠敬

注册资本：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钻凿煤矿暗井（井下煤仓，通风孔，延深井筒，溜煤眼）（法律，法规规定需

审批的，应经审批或许可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阳泉市矿区金橡建材制品厂

住所：阳泉矿区四矿煤山路28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祥

企业类型：其他机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涂料，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五金交电，建材。

阳泉市鸿升达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道水清洼9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校

注册资本：3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经销泡花碱，修理电缆。

阳泉市恒烁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道大脑沟1号

法定代表人：于金保

注册资本：100万元

（下转B040版）

（上接B03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