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8 名未考核合格调离岗位的 

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名单 
 

胡启岩 吉林省蛟河市三井煤矿公司 矿  长 

郭德旺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盛和煤矿三

井 

矿  长 

李玉峰 黑龙江省勃利县恒太矿业公司三井 矿  长 

王成斌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鹿山优质煤公司九井 矿  长 

魏建彬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慧泉电力燃料公司一井 矿  长 

赵思强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强煤矿 矿  长 

翟  森 黑龙江省黑河市富宏煤矿 矿  长 

张春祥 黑龙江省鸡西泰鑫煤业公司龙鼎鑫煤矿 矿  长 

藏旭伟 黑龙江省鹤岗市隆鑫煤矿公司 矿  长 

孙  旭 黑龙江省鹤岗市岭东煤矿 矿  长 

魏良基 福建汇龙矿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怡军 湖南省煤业集团嘉禾矿业公司 矿  长 

王志华 贵州景盛矿业公司 董事长 

杨传勇 贵州省平坝县大源煤矿 矿  长 

夏坤禄 贵州贵能投资股份公司勺米荒田煤矿 矿  长 

魏万兵 陕西省白水县上河煤业公司 矿  长 

温育仁 福建省武平县龙发煤炭开发公司 技术负责人 



 

陈进海 福建省龙岩市适中营坑煤炭公司 技术负责人 

周  其 陕西省镇巴县简池煤矿 副矿长 

陈远乾 陕西省府谷县金宏湾矿业公司 副矿长 

石烈富 陕西省神木县创威煤业公司 副矿长 

张怀情 陕西省横山县庙渠煤矿 副矿长 

田  雄 陕西省横山县东方红煤矿 副矿长 

蓝振满 陕西省横山县财源煤业公司 副矿长 

王  静 陕西省横山县方圆矿业公司 副矿长 

高芹友 陕西省横山县槐树峁煤矿 副矿长 

张  晓 陕西省横山县兴维煤炭公司 总工程师 

周  瑞 陕西省神树畔矿业投资公司 总工程师 

  



 

附件 2 

21 名不符合准入条件调离岗位的 

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名单 
 

刘金明 江西省横峰县铺前煤矿二井 矿  长 

韩利军 青海五彩通正荣煤炭公司鱼卡煤矿 矿  长 

石绪彦 内蒙古阿拉善盟天华煤炭公司 副矿长 

饶加财 江西省横峰县铺前煤矿二井 副矿长 

黄秋平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秋泥兴煤矿 副矿长 

周桂根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金鑫煤矿 副矿长 

习小庆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兴南煤矿 副矿长 

习新瑞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兴南煤矿 副矿长 

陈  昀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兴南煤矿 副矿长 

刘西林 山东省新泰市汶河矿业公司 副矿长 

郑延远 重庆永荣双河煤业集团公司 副矿长 

党  平 重庆永荣双河煤业集团公司 副矿长 

蒋锡忠 重庆永荣双河煤业集团公司 副矿长 

张  军 青海五彩通正荣煤炭公司鱼卡煤矿 副矿长 

郭永红 青海五彩通正荣煤炭公司鱼卡煤矿 副矿长 

刘长波 青海五彩通正荣煤炭公司鱼卡煤矿 副矿长 

王昌松 青海隆安煤业股份公司绿草沟煤矿 副矿长 



 

侯发雄 青海隆安煤业股份公司绿草沟煤矿 总工程师 

陈德宽 新疆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公司煤矿 副矿长 

刘坤龙 新疆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公司煤矿 副矿长 

何彦东 新疆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公司煤矿 副矿长 



 

附件 3 

47 名抽考不合格调离岗位 

矿长、副矿长名单 
 

王余庆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龙煤矿 矿  长 

庄贵林 黑龙江省东宁县双丰煤矿 矿  长 

孙  明 黑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煤矿 矿  长 

张兴府 福建省大田县丰源煤业公司 矿  长 

黄晓南 福建省永安市前林煤业公司林山煤矿 矿  长 

曾繁华 福建省武平县龙发煤炭开发公司 矿  长 

陈建耀 福建省永定县新在坑煤矿公司 矿  长 

林  旺 福建省龙岩市狗飞形煤矿 矿  长 

杨旺祥 福建省龙岩市荣钦煤业公司 矿  长 

何勇松 福建省清流县秋口煤矿公司 矿  长 

黄金星 福建省连城县北团矿业公司 矿  长 

何玉荣 福建省连城县林伯矿业公司 矿  长 

姜  波 四川省荥经县红鑫煤业公司 矿  长 

邵立权 四川省筠连县安和达矿业公司 矿  长 

刘善康 贵州绿宝能源开发公司 矿  长 

成绍华 贵州神锋矿业集团兴义市兴发煤矿 矿  长 

熊  洪 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公司赫章县罗州煤矿 矿  长 



 

夏坤禄 贵州贵能投资股份公司水城县勺米荒田煤矿 矿  长 

刘  洋 贵州利泰矿业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 矿  长 

吴永中 贵州祥泰煤业投资公司习水县泰丰煤矿 矿  长 

张  强 青海海泰煤业公司铁迈煤矿 矿  长 

雷燕昂 新疆兵团天富集团南山煤矿小沟四号斜井 矿  长 

杨永华 河北省磁县昱武矿业公司 副矿长 

习小庆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兴南煤矿 副矿长 

习新瑞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兴南煤矿 副矿长 

陈  昀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兴南煤矿 副矿长 

黄秋平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秋泥兴煤矿 副矿长 

周桂根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金鑫煤矿 副矿长 

昌有根 江西省分宜县鑫达煤矿 副矿长 

钟二根 江西省分宜县白水大富煤矿 副矿长 

王细根 江西省分宜县白水大富煤矿 副矿长 

黄龙松 江西省横峰县铺前煤矿二井 副矿长 

刘金明 江西省横峰县铺前煤矿二井 副矿长 

黄春良 江西省吉安县官田煤矿 副矿长 

熊旭华 江西升科工贸象山煤矿 副矿长 

黄中银 湖北宝源新堰煤矿公司新堰煤矿 副矿长 

陈  波 湖北省南漳县夹子沟二号煤矿 副矿长 



 

汪诚恩 湖北省通山县横石煤业股份公司横石煤矿 副矿长 

吴作雄 湖北省通山县横石煤业股份公司横石煤矿 副矿长 

舒  兵 湖北省通山县横石煤业股份公司横石煤矿 副矿长 

李学善 湖南省嘉禾县马鞍山煤矿 副矿长 

张财华 四川省筠连县新田煤业公司 副矿长 

胡从龙 四川省筠连县新田煤业公司 副矿长 

赵西锦 青海隆安煤业股份公司绿草沟煤矿 副矿长 

把祖顺 青海隆安煤业股份公司绿草沟煤矿 副矿长 

张福寿 青海隆安煤业股份公司绿草沟煤矿 副矿长 

施天文 新疆兵团屯南煤业公司一分公司光明井 副矿长 

  



 

附件 4 

154 处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煤矿名单 

河北省磁县昱武矿业公司 

河北省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大社矿  

河北省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新三矿 

河北省冀中能源股份公司邯郸陶二矿 

河北省冀中能源股份公司东庞矿 

河北省开滦集团蔚州矿业公司单侯矿 

山西榆次北山煤业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保安煤业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盂县恒泰皇后煤业公司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义城煤业公司 

山西介休义棠青云煤业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公司 

山西吕梁离石西山亚辰煤业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公司西曲矿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巴音孟克纳源煤炭公司 

内蒙古准格尔旗特弘煤炭公司官板乌素煤矿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育才煤炭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大水缸煤矿 

吉林省舒兰市平安煤业公司 

吉林省蛟河市加利煤业公司 

吉林省珲春金山板石一矿 

吉林省和龙市庆兴煤业公司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正阳煤矿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精煤公司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公司城山煤矿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公司二道河子煤矿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矿业公司峻德煤矿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新富煤矿 

黑龙江省鸡西市坤源煤业公司坤源煤矿 

黑龙江省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公司鸡东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兴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岭东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峻源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合发煤炭公司顺发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德成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神鹤矿业公司 

黑龙江省鹤岗市红旗三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交通煤矿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长山矿业股份公司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汇源煤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鹿山优质煤公司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宏伟煤矿 

黑龙江省德利能源股份公司铁麒煤矿 

黑龙江省宝清县双柳煤矿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白桦林集团宝清新利矿业公司 

黑龙江天源煤炭股份公司鸡西安盛煤矿 

黑龙江省鸡东县宏海煤矿 

黑龙江省东宁县九佛沟煤矿 

江西煤业集团公司安源煤矿 

江西省丰城曲江煤炭开发公司曲江矿 

江西省丰城市腾达煤矿 

江西省吉安县官田煤矿 

山东里能鲁西矿业公司 

山东省山能集团新汶矿业集团孙村煤矿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横河煤矿 

山东省滕州曹庄煤炭公司 

山东省滕州市东大矿业公司 



 

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高庄煤业公司 

山东省福兴集团福兴煤矿 

山东泰丰控股集团王家寨煤矿 

山东省三河口矿业公司 

山东省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公司 

河南省郑州煤炭工业集团裴沟煤矿 

河南省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王庄煤矿 

河南省巩义市邢村煤业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瑞平煤电公司张村矿 

湖南省煤业集团牛马司矿业公司 

湖南省煤业集团湘永矿业公司 

湖南省冷水江市杨梅岭矿业公司 

湖南省冷水江市涟溪矿业公司 

湖南省新化县繁荣矿业公司铜车坝煤矿 

湖南省攸县景佳春矿业公司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铁箕山煤矿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水井头煤矿 

湖南省耒阳市富新煤矿 

湖南省耒阳市安达利煤业公司金财盆煤矿 

广西罗城伟隆煤业公司小山煤矿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红岩煤矿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煤业集团水江煤矿 

重庆市永川区吊水洞煤业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协合煤业公司 

四川省兴文县大旗煤业公司 

四川省兴文县建设煤矿 

四川省兴文县资中煤业公司 

贵州恒睿矿业公司福泉市太平煤矿 

贵州马幺坡矿业公司平坝县大尧煤矿 

贵州省盘县新华煤矿 

贵州省六盘水恒鼎实业公司盘县洪兴煤矿 

贵州紫森源集团盘州市鸿辉煤矿 

贵州省六盘水恒鼎实业公司盘县猛者鸡场河煤矿 

贵州省盘州市煤炭开发总公司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盘县湘桥煤矿 

贵州省盘县谢家河沟煤矿 

贵州省六盘水恒鼎实业公司盘县兴达煤矿 

贵州吉龙投资公司盘县云脚煤矿 

贵州省盘县樟木树煤矿 

贵州中纸投资公司盘县中纸厂煤矿 



 

贵州紫森源集团盘县仲恒煤矿 

贵州省水城县中寨煤矿 

贵州省水城县支都煤矿 

贵州德佳投资公司盘县松杨煤矿 

贵州黔西能源开发公司青龙煤矿 

贵州林华矿业公司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公司月亮田矿 

贵州省普安县恒泰煤矿 

贵州丰联矿业公司普安县安福煤矿 

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公司修文县洒坪煤矿  

贵州省水城县勺米老地沟煤矿 

贵州元和天成能源公司开阳县赶场路煤矿 

贵州省轿子山煤矿 

贵州强盛集团投资公司西秀区宏发煤矿 

贵州青利集团更班煤矿 

贵州万峰矿业公司西秀区伍冲煤矿 

云南省水富县太平富荣煤矿 

云南省师宗星林矿业公司长青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打磨塘煤业公司打磨塘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大格煤业公司大格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兴茂煤业公司兴茂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云发煤业公司云发煤矿 

云南省宣威市大湾矿业公司大湾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书桌煤业公司书桌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合宏煤业公司合宏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乐乌煤业公司乐乌煤矿 

云南省昭通市广丰煤炭运销公司广丰煤矿 

云南省镇雄县宝树煤矿 

云南省镇雄县喜马塘煤矿公司喜马塘煤矿 

云南省华坪县宏源矿业公司永兴基度村煤矿 

云南省富源县打厂沟煤业公司打厂沟煤矿 

云南省宣威市鑫平矿业公司太平煤矿 

云南省宣威市银鑫煤业公司宝达煤矿 

陕西省横山县东方红煤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公司 

甘肃新周煤业公司 

甘肃省华亭县东华镇煤矿 

青海昆源矿业公司高泉昆源煤矿 

新疆徐矿集团赛尔能源公司六矿 

新疆沙湾县宝英煤炭公司 



 

新疆伊宁县再就业煤业公司 

新疆温宿县华盛煤业公司克孜勒布拉克煤矿 

新疆华地投资公司明矾沟煤矿 

新疆托克逊县雨田煤业公司 

新疆伊犁新矿煤业公司 

新疆伊犁伊北煤炭公司 

新疆兵团农七师努肯泥沃特格煤矿 

新疆兵团准南东煤矿 

新疆兵团大黄山豫新煤业公司 

新疆兵团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一三七团煤矿 

新疆兵团屯南煤业公司一分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华亭煤业陈家沟煤矿 

中国华能集团华亭煤业新柏煤矿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华亭煤业马蹄沟煤矿 

国家能源集团包头能源公司万利一矿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锦界煤矿 

国家能源集团榆林煤炭公司郭家湾煤矿 

   



 

附件 5 

58 处从业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煤矿名单 

山西省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麦地掌煤矿 

内蒙古宁发矿业公司 

内蒙古庆华集团阿拉善百灵煤炭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宏丰煤炭公司 

黑龙江省鹤岗金皓矿业公司 

黑龙江省鹤岗市隆源经贸公司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兴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岭东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峻源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德成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神鹤矿业公司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国煤矿 

黑龙江省鹤岗市交通煤矿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衡源煤矿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长山矿业股份公司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汇源煤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方达煤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鹿山优质煤公司 



 

黑龙江省鸡东县宏海煤矿 

黑龙江省东宁县九佛沟煤矿 

黑龙江省宝清县鑫达煤矿 

黑龙江省宝清县双柳煤矿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白桦林集团宝清新利矿业公司 

黑龙江省勃利县宏泰矿业公司 

安徽省淮南矿业集团潘集第二煤矿 

江西省新余市欧里金鑫煤矿 

江西省丰城市河西煤矿 

江西省丰城市腾达煤矿 

山东泰丰控股集团王家寨煤矿 

河南省郑新永丰（新密）煤业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澄潭江煤矿公司 

四川省珙县流水岩煤炭生产公司流水岩煤矿 

四川省天全县天民昂州煤炭公司昂州煤矿南矿 

四川省雅安市大树煤业公司大树煤矿 

四川省筠连县蒿坝镇回龙煤业公司 

贵州恒睿矿业公司福泉市太平煤矿 

贵州广盛源集团矿业公司龙里县落掌煤矿 

贵州省六盘水恒鼎实业公司盘县猛者鸡场河煤矿 

贵州省盘县老洼地煤矿 



 

  

贵州省水城县中寨煤矿 

云南省镇雄县兴源煤矿公司兴源煤矿 

云南省华坪县宏源矿业公司永兴基度村煤矿 

陕西益东矿业公司 

陕西省神木县嘉元煤业公司 

陕西神木神源煤炭矿业公司 

陕西省神木市孙家岔大湾煤矿 

陕西省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公司 

陕西省子长县双富煤矿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矿业公司 

陕西省合阳县金桥煤炭公司 

陕西省韩城市枣庄实业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神煤炭榆树湾煤矿公司 

甘肃省崇信县百贯沟煤业公司 

甘肃华星煤业公司 

甘肃新周煤业公司 

新疆伊吾广汇矿业公司白石湖露天煤矿 

新疆兵团大黄山豫新煤业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大雁矿业扎尼河露天矿 



 

附件 6 

34 处从业人员未脱产再培训煤矿名单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水峪煤业公司 

内蒙古聚祥煤业集团阳塔煤矿 

内蒙古阿拉善盟宏力煤炭公司 

内蒙古阿拉善盟天华煤炭公司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公司宏景塔一矿 

黑龙江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杏花煤矿 

黑龙江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双阳煤矿 

黑龙江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新建煤矿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集团鲁西煤矿 

山东省兖州市大统矿业公司 

山东宏阳矿业公司 

山东省武所屯生建煤矿 

山东义能煤矿公司 

山东东山新驿煤矿公司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单家村煤矿 

山东唐口煤业公司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鹿洼煤矿 



 

 

河南省郑兴永祥（新密）煤业公司 

湖南省煤业集团祥和煤业公司 

四川川煤集团石洞沟煤业公司 

四川省旺苍白水兴旺煤业公司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公司月亮田矿 

贵州丰联矿业公司普安县安福煤矿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铜川矿业公司玉华煤矿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神煤炭榆树湾煤矿公司 

青海能源发展集团鱼卡公司 

青海海泰煤业公司铁迈煤矿 

新疆呼图壁县煤炭多种经营公司小甘沟煤矿 

新疆伊犁新矿煤业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锦界煤矿 

国家能源集团哈尔乌素分公司哈尔乌素露天煤矿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公司碱沟煤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