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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铝矾土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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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山西宏厦第一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安工程分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虎尾沟

法定代表人：魏建国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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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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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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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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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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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文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加工水泥预制构件及建筑用金属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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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

土石方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租赁，清洁服务，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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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五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五矿小河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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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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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预包装

食品、散装食品；机械零部件加工、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生产、销售煤岩体加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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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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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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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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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材、铝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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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KTV、洗浴、棋牌、家政、保洁服务；

零售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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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二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二矿大车房高层底商一层

法定代表人：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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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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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销

售煤炭；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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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七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尹丽娜

注册资本：1,7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安装煤矿输送机、提升机、耙岩机、绞车，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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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日用杂货，清洁服务，（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正餐服

务，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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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六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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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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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洗选，煤制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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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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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闫月

注册资本：7,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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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三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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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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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阳泉市广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镇窑沟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韩志成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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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械设备、橡

胶制品、钢材、五金交电，租赁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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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山西景安钢塑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平坦镇辛兴村黄沙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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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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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道路货物运输；建筑施工：土

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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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5.山西宇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城区桃北东路1号金联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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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设计；工程技术咨询，产品包装及商标标识设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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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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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电机、电动工具、水泥、沙子、选煤设备、耐磨材料、磨具、防爆电器、照明灯具，蔬菜、花卉、

玉米种植及初加工，销售一般劳保用品、钢材、铝材、铜材、建材、煤炭、粉煤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汽车配件、管道、管件、阀门、铝矾土、花卉、石灰石、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玻璃钢制

品、电线、电缆、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玩具，营林绿化，铸造，建筑安装，建筑施工，室内

外装饰装修，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修造，房屋、机械设备租赁，煤矸石开发、利用，净水处理，软件开发及计算机系统

集成，装卸、搬运，废旧物资回收及销售（国家限止经营的除外），道路货物运输，会议及展览服务，太阳能发电建设

及相关服务，生产、销售饮料、食品（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厂区、澡堂卫生清扫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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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阳泉新华茂截齿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煤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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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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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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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阳泉市华杰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阳煤集团集体宿舍楼4#（北京张一元茶庄阳泉分店内）

法定代表人：王建斌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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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用品、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汽车租赁；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按本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自动化控制系统销售及研发、安装，安

防工程设计、安装，维修；（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加工机械配件，加工、销售、修理高、低压开关、变频器、对讲控

制系统及配件、自动化监控设备及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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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阳泉联安矿用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外环（新派塑胶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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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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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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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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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法定代表人：彭国政

注册资本：55.6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橡塑制品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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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阳泉华鑫矿山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日潭小区二组团6-4-4号

法定代表人：李智

注册资本：1,000.0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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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修缮，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钢材、木材、建

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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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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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装配消防器材、消防器材配件、销售消防器材,房屋租赁。**经销润滑油、脂，生产消防镐、铣、桶、

钩、灭火器铝盖和各种卡垫。 **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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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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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节能技术推广、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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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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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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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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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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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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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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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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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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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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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销售锅炉成套设备、辅机及零配件、建材、钢材、木材、装璜材料；（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安装、改

造、修理锅炉；加工锅炉辅机及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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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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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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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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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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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水泥包装袋、塑料包装袋、塑料编织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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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代销水泥；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销办公

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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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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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矿用支护产品、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煤矿用密闭、充填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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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钻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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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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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房屋出租,吊车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按本企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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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阳泉鼎立反井施工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李荫路冯家庄段

法定代表人：杨忠敬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钻凿煤矿暗井（井下煤仓、通风孔、延深井筒、溜煤眼)，矿山机械制造、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

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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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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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文华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辅助设备、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建材、橡胶制品、一般劳保用品、监控设备、文具用

品、体育用品及器材，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道设备安装，房屋修缮，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建筑施工，加工机械零部

件，机械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生产、制造封孔剂、填缝剂、密封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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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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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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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5.阳泉市恒烁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道大垴沟1号

法定代表人：于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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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不含汽车及地

面卫星接收设备）**；

136.山西新泉恒耀钢缆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辛兴村(307复线入口处)

法定代表人：史金全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预应力钢绞线、钢缆、锚具、锚索，批发、零售五金、建筑材料、钢材、铝材、铸锻件及通用零

部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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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7.阳泉市丰源矿山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二坑

法定代表人：赵素文

注册资本：6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树脂锚固剂及水泥锚固剂、树脂类产品、玻璃钢制品、抗磨液压油、无机双液注浆材料、煤

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及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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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山西鑫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西山

法定代表人：薛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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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矿车、通用零部件、锚索、锚具、锚固剂、矿山支护产品，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钢材、

木材、建材、起重设备，机械修理。 *

139.阳泉市红烨服装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赛鱼街

法定代表人：张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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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服装、鞋帽、劳保用品（不含特种劳保用品），经销服装、布匹、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

140.阳泉市佳星矿用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三矿西山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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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矿用塑料假顶网带、支护金属网、筛网、橡塑制品、金属铅丝、支护产品、材料及其配件，修

理，批发、零售机械、电子产品（国家不准经营的除外）、建材、装饰、装潢材料、钢材、木材、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

润滑油、脂、办公用品及其耗材**

141.阳泉开元兴鑫物资维修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日谭小区2组团4号楼底商13号

法定代表人：王兰文

注册资本：4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一般劳保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不含图书、报刊及音像制品）、钢

材、木材、电线、电缆、润滑油、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房屋修缮，管道与设备安装

工程服务（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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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阳泉矿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一矿红岭湾

法定代表人：王新

注册资本：843.6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矿用乳化油、煤矿液压支架专用液态浓缩物；煤矿松软煤岩体加固剂、封孔剂、填缝剂、界

面剂；树脂锚固剂；炮泥；轻质瓦；防水、防腐、封堵、保温材料及保温工程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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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阳泉红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一矿红岭湾

法定代表人：王和平

注册资本：121.3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服装，剪裁加工及加工一般劳保用品，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建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装璜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百货，干洗，水

洗，整烫衣服，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下

项目限分公司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144.阳泉矿区晋源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一矿红岭湾

法定代表人：李卫英

注册资本：55.77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金属网、防护安全网、炮塞、炮泥、工业滤布；批发、零售、代购、代销百货、针纺织品、日杂

（不含烟花爆竹）、五金、交电、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汽车配件、建材、办公用品、日化用品、一般劳保用品、塑料制

品、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钢材、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特种劳保用品；场地、房屋租赁；家政服务；经销木材 (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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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阳泉惠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平坦镇中庄村

法定代表人：董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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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机械零部件，制造、销售井下支护产品、井下通风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

接收设备）、建材、木材、钢材、生铁，回收废旧金属，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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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6.阳泉市志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水泉沟

法定代表人：李志英

注册资本：1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服装、劳保用品、丝织品、篷布、床上用品，销售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办公家俱、五金、交电、

家用电器。 (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销售特种劳保用品**；**

147.阳泉市三益机电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水泉沟

法定代表人：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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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电器修理；电子产品修理；铁艺加工；铝合金器材安装；房屋租赁，采矿及建

筑工程专用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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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阳泉市宏通实业总公司宏恒机械厂

住所：阳泉矿区十六亩

法定代表人：王耀忠

企业类型：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

经营范围：采矿设备、起重机械及配件的加工、制造、修理、销售＊＊

149.阳泉通越运输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五矿小河滩

法定代表人：栗健

注册资本：588.89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道路旅客运输，工程机械租赁，汽车租赁，销售汽车配件，机械加工，城市生活垃

圾：清扫、收集、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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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阳泉鑫源机电修造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矿区五矿桥头

法定代表人：韩永文

注册资本：6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修理、加工、制造机电配件及矿用支护产品，金属结构加工**

151.阳泉恒汇液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五矿聂家庄

法定代表人：段树明

注册资本：222.23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修理机械设备、液压管件、液压阀及其配件，制造、加工、销售电液控制系统设备、矿压监

控系统设备，修理机械设备、液压阀、液压元件，销售电气设备、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汽车配件、电气开关、灯具、五

金交电、电线、电缆、钢材、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设备、建材、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环保设备、办公用品，机械设备的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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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阳泉兆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贵石沟六号层

法定代表人：段军平

注册资本：77.7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各类气瓶及

其配件、聚丙酰胺（絮凝剂）、氧化铝，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搬运装卸，生产、销售溶解乙炔（在本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许可至2020年11月26日），零售氧气、二氧化碳、氩气、液氮、氮气（许可至2020年9

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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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山西鑫源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五矿

法定代表人：张泸云

注册资本：2,055.56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矿用橡套电缆、塑力缆、裸电线、铝绞线；电缆修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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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4.阳泉晨鑫鑫盛机电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水磨湾

法定代表人：刘荣欢

注册资本：66.82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通用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经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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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再造技术开发，激光技术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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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阳泉星越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小河滩

法定代表人：白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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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服装、一般劳保用品、工业用滤布、金属及非金属托辊，批发、零售篷布、办公用品、工艺美

术品、日用百货、五金、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电子设备、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钢材、建材、

木材，房屋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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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阳泉丛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小井六号层

法定代表人：李海明

注册资本：13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刮板运输机及其零配件，加工机械零配件、铸锻件、金属结构件，采掘机械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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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阳泉市永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桥头

法定代表人：王彦明

注册资本：55.5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其他印刷品印刷（按本公司《文化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加工机械零部件，销售纸张、印刷

机械及配件、生石灰，房屋、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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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阳泉矿区鑫山预镁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桥头

法定代表人：刘茂

注册资本：55.5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预镁制品，加工、修理机电配件,加工、销售金属网，销售五金交电、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办公家俱、建材、钢材、铝材、木材、铜材、电线、电缆、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不含卫

星地面接收设备）、日用品、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道路

货物运输，房屋维修，加工机械零部件、托辊、W钢带、铁托板、钢护板、皮带滚，机械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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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阳泉市亿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西河路（阳煤集团职教中心院内）

法定代表人：武海亮

注册资本：51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加工、销售润滑油、脂、乳化油、液压支架用浓

缩物及其防冻液、车用防冻液、煤矿岩体加固剂、铁桶，机械配件加工，销售五金、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钢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机械配件、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道路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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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山西鑫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平定县东大街大林山51号

法定代表人：白跃庭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及销售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矿山专用设备、矿山支护产品及非标零件(上述项目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审批或许可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钢材、铝材、铜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办公家具、文化用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汽车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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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山西立博线缆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黄沙岩村东北侧

法定代表人：梁智博

注册资本：10,8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电线电缆、拔丝、电缆料、电磁线，制造、销售、安装煤矿安全智能系统，销售、修理消防器

材，修理电缆，销售螺旋钻杆、外平钻杆、钻头，消防工程，建筑机械设备租赁；输送带更换、修复、接头硫化，滚筒包

胶、带式输送机安装，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安装筛分设备、筛板、筛篮、筛分备件，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所

需原辅材料、设备的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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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阳泉晋冠电子电源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菜洼七股道

法定代表人：郑六明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矿灯、甲烷报警器、矿用电子自救器、民用灯、防爆灯、安全标志灯，加工、销售充电架、橡胶

件、通用零部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行动)**

163.阳泉市海泰支护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七股道

法定代表人：刘毅

注册资本：1,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锚固剂、肥皂及合成洗涤剂，销售五金、交电、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矿用支护产品、建筑材料，道路货物运输，建筑物清洁服务，洗染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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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阳泉市天维服装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东四尺

法定代表人：李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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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服装、皮革及毛皮制品、一般劳保用品，批发、零售服装、办公用品、文体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建材、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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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阳泉市恒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小南沟村口

法定代表人：高旻玲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矿山支护、冷轧带肋钢、矿山机械及设备的修理，矿车制造，矿用产品及配件的加工、修理，道路货物

运输，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不含汽车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铝矾土、建材、钢材、木材、铝材、矾石、

硅石、铁矿石、塑料制品、汽车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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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一般劳保用品、办公家具、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电线、电缆、防水材料，管道和设备安装（不含特种设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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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阳泉新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街243号

法定代表人：武晋德

注册资本：1,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电梯安装、维修（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许可至2018年1月16日），机

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制造通用零部件、低压电器、矿用洗选、支护设备、带式输送机，加工金属结构件、金属

网，加工防爆灯具，矿灯(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机电设备安装、检修（不含特种安全装置并凭资质证书经

营），批发、零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材、五金、交电、化工（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钢材、

木材、铝矾土、耐火材料、土产日杂、一般劳保用品、百货、办公用品，加工、安装塑钢门窗、铝合金门窗、不锈钢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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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7.阳泉市宏鹏油漆厂

住所：平定水磨湾

法定代表人：牛建新

注册资本：30万元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制造油漆、涂料（仅限于醇酸调和漆），零售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建筑材料。 **；

168.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业技术学校配件厂

住所：阳泉矿区矿务局东山

法定代表人：毛湘武

经营范围：加工机械零部件及设备检修，加工中部槽、W钢带、经纬金属网、垫片、托盘、法兰盘、轨道器材(液压

件)、阻车器、成品钎、组合钻杆、锚索、五金、橡胶制品、五金、瓦斯胶管**

169.山西阳煤丰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运城经济开发区邑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会平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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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无仓储）：危险化学品（限有效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17年09月17日）；批发、零

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农膜、农副产品、化肥、化工产品（易燃、易爆、易制毒等危险化学品除

外）、不再分装包装农作物种子、五金日杂、煤炭、燃料油、矿产品、橡胶及橡胶制品；农作物种植及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装卸服务；煤炭洗选及附属产品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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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街5号

法定代表人：武万华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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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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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矾土、建材、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乳制品的进出口业务，废旧钢材的回收和批发，经销煤炭、钼、木材、五金交电、木浆、纸制品、铁合金、锰矿石、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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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材料、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石膏、高岭土、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针纺织品，物流配送，商务信息咨询，矿

山机械设备的维修，新型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从事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自有资金对

国家允许的行业投资及其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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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阳泉川河泉型煤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五矿六号层

法定代表人：王旭东

注册资本：52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型煤，制造、维修、销售选煤机械，机械加工，经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钢丝、化工原料(不

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煤炭，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煤泥烘干，铁路货物运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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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阳泉市欣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五矿六号层

法定代表人：赵文波

注册资本：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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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钢丝绳、预应力钢绞线、锚杆、托板、药卷，加工、销售钢丝、铅丝、金属网、塑料桶，机械设备

维修(不含特种安全设备)、租赁**；**

173.阳泉市华宇德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街道水清洼8号

法定代表人：翟武华

注册资本：6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无压手动、电动、液压自动风门、抗冲击波活门、防爆门、防火门、栅栏门、气动门及控制装

置、煤矿支护用品、防盗安全门、钢木套装门；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批

发、零售建材、钢材、木材、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电线、电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火

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一般劳保用品、文具用品、炮泥、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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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阳泉市宜通盛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阳煤三矿多营综合服务公司办公楼内）

法定代表人：李福全

注册资本：3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建材、钢材、五金、交电、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以下项

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制造、销售通用零部件，加工金属铸件、金属锻件，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不含特种设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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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阳泉吉利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四矿煤山路39号（原服务公司车队）

法定代表人：徐俊明

注册资本：1,58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机械零配件加工及设备修理，制造、销售矿山机械，经销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办公用品、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汽车配件，汽车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造

立体车库、地下车库，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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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阳泉市鸿亿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赛鱼路官沟村西100米

法定代表人：王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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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钢材、木材、建材、机械、电子设备（国家不准经营的除外）、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电线、电

缆，机电安装，矿用导风筒、橡胶制品、标准件，机械加工，加工、制作粘合剂、塑料制品、隔爆水袋、风筒连接器、压风

自救装置、工业滤布、注浆式封孔器、高分子水泥封孔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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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阳泉煤业（集团）华鑫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煤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宝山

注册资本：4,239.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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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及国家政策禁止的无线电设备）**销售变压器、移动变电站、高低

压开关、变频器、电机、永磁开关及其配件、电机车、皮带机、转载机、矿用运输机、风机、钻机、阻车器、气动道岔、井下

监控设备、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修理液压设备、采掘设备、高低压开关、风机、钻机，机械加工，电器机械新产品设

计、开发。 **

178.山西阳煤国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大街108号（工商局大厦）东座十层

法定代表人：任光俊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钢材、铁矿石、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铝矾土、建材、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生铁、五金交电、日用

百货、土产日杂、纸制品、铁合金、耐火材料、锰矿石、铬矿石、铁矿渣、稀土材料、磁材、橡胶制品、有色金属、焦炭的销

售；煤炭批发零售、铁路经销、公路经销；化工机械产品销售；建筑施工；机械制造；以上项目的贸易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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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阳泉富兴磁铁矿粉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沙坪街道降压站区

法定代表人：谢子刚

注册资本：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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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硫铁矿废渣及废旧磁铁矿加工洗煤用磁铁矿粉，销售五金交电、建材、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

180．阳泉煤业寿阳华越中浩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工业园区11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平

注册资本：1,924.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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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机电设备及其配件、金属材料；机电修理、五金交电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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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山西京宇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冶西镇磁园北路88号（阳泉煤业集团五矿）

法定代表人：蔚双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钕铁硼、金属钕，磁性材料产品技术开发、利用，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公

司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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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阳泉市浩诚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富山村（原郊区富山煤矸石材料厂）

法定代表人：李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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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防爆胶轮车及其配件、加工机械零部件，销售耐火材料，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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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阳泉市广信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一矿黄石板（原东凯汽运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尹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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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械设备(不含汽车)、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五金、交电、电

线、电缆、木材、钢材、建材、磁性材料、橡胶制品、文具用品、办公家具、一般劳保用品、铝矾土，加工机械零部件、矿山

支护产品，废旧物资回收(不含报废汽车)，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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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4.阳泉煤业集团翼城堡子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临汾市翼城县西闫镇堡子村

法定代表人：祁映生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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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冯志武

注册资本：175,678.69万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批发、零售化肥、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产品）、农副产品（除国家专控

品）、化工原辅材料（除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原料）、矿产品、建材(木材除外)、钢材、有色金属（除专控品）、通用

机械、电器、仪器、仪表；以自有资金对煤化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危

险废物经营；进出口：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2-甲基-1-丙醇、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环己酮、甲醇、四氢呋喃、

乙醇、乙酸甲酯、异丁醛、正丁醇、正丁醛、氨、丙烷、丙烯、乙烯、苯胺、次氯酸钙、过氧化氢溶液、硝酸钠、亚硝酸钠、环

己胺、甲醛溶液、氯乙酸、氢氧化钠、三氯化磷、硝酸、乙酸、硫磺、萘、碳化钙的生产与销售（仅限分支机构)(有效期

2017-06-28至2020-0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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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阳泉煤业集团翼城山凹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临汾市翼城县桥上镇刘王沟村

法定代表人：齐贵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深加工，煤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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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阳泉煤业集团五鑫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忻州市保德县孙家沟乡土门村

法定代表人：蔡锋光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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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阳泉煤业集团安泽登茂通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临汾市安泽县唐城镇上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志平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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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阳泉升通液压修配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市矿区三矿西山

法定代表人：李清芳

注册资本：5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机电设备、支护液压设备及其配件修理，小型机电设备安装，加工、销售支护产品、液压配件，

电镀铝、铁、锌、铬、小型铸件，销售钢材、木材、树脂锚固剂**

190.阳泉市圣亚物资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平坦镇北头咀村307国道东（宏厦三建搅拌站旁）

法定代表人：韩贵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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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钢筯网、经纬网、菱形网，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铝矾土、耐火材料、木材、建材、钢材、

室内装修材料、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机械设备（不含小轿车）、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一般劳保用品、托板、锚杆、矿

用钢带、坑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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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阳泉华鑫采矿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平定县锁簧镇东锁簧村

法定代表人：郭建峰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移动变电站、干式变压器、电力变压器、皮带机及托辊、高压开关、低压开关及电器保护设

备、电机车、电动机、脚手架、模型板、中部槽、机械配件、刮板输送机、给煤机、泵、水暖配件；修理装载机、运输机、皮

带机、采掘设备及辅助设备、液压支架、千斤、阀组、乳化液泵、变压器、高压开关、电机车、电动机;机械加工，租赁脚

手架、钻杆、钻头、模型板;销售皮带机及其配件；无极绳连续牵引车及配件的制造、修理、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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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阳泉科汇瓦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5号（原奥伦办公楼一层、二层东）

法定代表人：郭春生

注册资本：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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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斯基本参数测定，煤岩物理性质测定，煤炭爆炸性、煤自燃倾向性鉴定，最短发火期测定，煤的工

业分析、气体分析、瓦斯抽采系统参数测定，承担煤矿瓦斯防治项目、瓦斯抽采效果检验，消突效果校验与评价，矿

井安全评价，通风阻力测定，通风系统密闭工程施工及煤矿充填密闭材料销售（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矿用机电

设备系统安全检测检验,瓦斯突出参数仪检测、维修，工作场所粉尘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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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山西中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朔州市右玉县梁威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韩君涛

注册资本：7,959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亚麻籽及农作物种植、加工、销售、技术咨询，食用植物油（全精炼），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农业物

资，日用品、化工品（不含危险品）销售，食品机械加工制造，动物饲料加工及销售，化妆品加工及销售，生产销售保

健及功能性食品，进出口贸易，调味品的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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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阳泉市新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路29号

法定代表人：史金全

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经销建材、汽车配件、轮胎、钢材、木材、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电缆、电线、

机械、电子产品（国家不准经营的除外）、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加工、销售机电配件、矿山机电设备、磁性材

料，机电修理，房屋租赁，汽车租赁，仓储，搬运，装卸(以下限分公司经营)：汽车修理；道路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

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的危险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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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技工学校实习工厂

住所：阳泉西河东山

法定代表人：侯安庆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煤矿设备修理，工矿配件制造，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工业控制设备，技术咨

询、服务，设备厂房租赁，煤矿机电设备制造、销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审批的，应经审批或取得许可后持营业执

照方可经营）**

196.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黄岩村

法定代表人：任俊卿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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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聚氯乙烯、氯化聚乙烯、次氯酸钠、硫酸、盐酸、液氯、二氯乙烷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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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晋中市寿阳县工业园区(马首乡吴逯垴村)

法定代表人：姜晋才

注册资本：113,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乙二醇及乙二醇副产品生产、乙二醇及乙二醇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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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阳泉恒星云支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二矿东四尺

法定代表人：芦建华

注册资本：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加工煤矿用支护用品，加工、销售煤矿用输送带、升降带、带芯，汽车租赁，经销煤矿支护用品、玻璃

钢制品、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道路货物运输，机械设备及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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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山西西口洋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朔州市右玉县梁威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海钢

注册资本：5,3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养殖与屠宰肉羊；牛、羊肉及其副产品、羊皮销售；杂粮食品、速冻食品、方便食品、水饺系列产品、预

包装食品的生产 加工及销售；沙棘等生物科技制品、食用植物油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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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清泉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407,247.0663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氨、氨溶液、硝酸、氧、氮、氩、硫酸、发烟硫酸、双氧水、环己酮、环己烷、环己烯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道路货物运输；部分场地租赁，劳务信息咨询服务；安全阀校验（Fd1、F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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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王家庄村（龙川聚集区王家庄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徐勤保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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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碳酸二甲酯、乙醇酸、粗乙醇、草酸二甲酯、混合醇、硫磺、脱硫石膏（硫酸钙）、粉煤灰、液氩、

液氮、液氧、工业硫酸钠、工业氯化钠生产、制造、销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及技术咨询服务；土建工程；防水、隔热、

隔音、保温、防腐建筑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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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阳泉煤业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盂县牛村镇石崖只村

法定代表人：任俊卿

注册资本：20,000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3652”尿素工程项目筹建（涉及行政审批的项目待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相关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 同时，相关关联方均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

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能有效执行。 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都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债权债务，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的

情况，也不存在互相恶意拖欠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因受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之间在生产、生活服务等方面存在着若干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有：煤炭、工程、设备、材料、修理、电、水、煤气、供

暖、供热等等。

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定价的,依国家定

价或执行国家规定；如无国家定价,则适用市场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双方交易之条件均不应逊于该方同任何第三

方交易的条件。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和连续，体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降低了综合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和

市场化原则，公司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控股股东和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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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和资料于2019年3月3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4月11日（星期三）14:00在山西省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街18号阳煤大

厦15层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为7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有兔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2018年度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1,215,851,747.43元，加上2017年末

累计未分配利润9,086,782,202.96元，减去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121,585,174.74元，减去本年度实施分配2017年

度现金股利493,025,000.00元，减去计提的可续期公司债券利息82,075,000.00元，公司2018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

为9,605,948,775.65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1.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2,405,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 （含

税），共计673,400,000.00元。

2.公司2018年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3.经本次利润分配后，母公司2018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尚余8,932,548,775.65元，结转下一年度。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相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

的审核，现提出如下审核意见：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

公司当年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8年年报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9-020号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9-020号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九）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9-021号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十）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9-022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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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

业务的规定，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9年

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上

述两家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由公司董事会根据2019年度实际工作情况给予支付。

二、审议情况

（一）2019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对上述审计机构的职业资质进行了认真审核， 对上述审计机构2018年的审计工作

情况进行了细致了解，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2019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两家审计机构均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

相关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相关审计工作的需要。 上述两家审计机构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

中，能够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审计工作，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允、公正的原则，较好地完成了

公司2018年度各项审计工作。 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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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5月10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10日

至2019年5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18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

6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

7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9 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

10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11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12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上述议案已于2019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

行披露。

（二）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10、11、12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48 阳泉煤业 2019/5/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

（二）登记时间：2019年5月8日上午9:00-11:00,下午15:00-17:00。 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亦可

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三）登记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人：成晓宇，王平浩；

（二）联系电话：0353-7078728，0353-7080590，0353-7078618；

（三）联系传真：0353-7080589。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18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6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7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9 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10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1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12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