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鄂尔多斯市采矿权抽查名单

序号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 矿种 矿权人 行政区 备注

1 C1000002019081120148582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 煤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乌审旗

2 C100000201107112011646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呼和乌素尔林兔
井田

煤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伊旗

3 C1500002010071120072203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朝阳煤矿 煤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朝阳煤矿 伊旗

4 C1506002010097120074829 伊金霍洛旗宝山石英砂厂 天然石英砂 伊金霍洛旗宝山石英砂厂 伊旗

5 C1000002010011110054312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王家塔矿井 煤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伊旗

6 C1000002015041110137809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塔拉壕煤矿 煤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东胜

7 C1000002009121110053934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家塔露
天煤矿

煤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伊旗

8 C1000002008111110001321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榆树井煤矿 煤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前旗

9 C1500002021041110151849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煤田玻璃沟煤矿 煤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10 C1500002009081120032940
内蒙古满世煤炭集团点石沟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

煤
内蒙古满世煤炭集团点石沟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

达旗

11 C1500002009031120008355 弘业集团内蒙古宝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煤 弘业集团内蒙古宝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鄂旗

12 C1500002010088140114971
鄂尔多斯市伊克赛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矿泉
水厂

矿泉水 鄂尔多斯市伊克赛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13 C1500002011051120112509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
家村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东胜

14 C1000002013111110132059
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唐家会煤
矿

煤 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15 C1500002009051120020329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石圈煤矿 煤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石圈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16 C1500002009091120037828 内蒙古鑫泰煤炭开采有限公司文玉煤矿 煤 内蒙古鑫泰煤炭开采有限公司 伊旗

17 C1506002011066120114193 内蒙古鑫隆有限公司达旗敖包梁石英砂二矿 天然石英砂 内蒙古鑫隆有限公司 达旗

18 C1500002010031120059729
内蒙古特弘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来叶沟煤
矿

煤 内蒙古特弘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19 C1506002010057120065626 内蒙古东乌矿业有限公司东乌石料厂
建筑用石料（凝

灰岩）
内蒙古东乌矿业有限公司 鄂旗

20 C1506002008127120039868
杭锦旗恒益建工有限责任公司乌兰曼拉粘土
矿

陶瓷用砂岩 杭锦旗恒益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杭锦旗

21 C1500002009031120008356 鄂托克旗骆驼山毛盖图煤矿 煤 鄂托克旗骆驼山毛盖图煤矿 鄂旗

22 C1506002010067120067542 鄂托克旗金蓝石料厂 建筑石料用灰岩 鄂托克旗金蓝石料厂 鄂旗

23 C1500002009051120017469 鄂托克旗尔格图煤矿 煤 鄂托克旗尔格图煤矿 鄂旗

24 C1500002010061120070082
鄂尔多斯市裕隆富祥矿业有限公司裕隆富祥
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裕隆富祥矿业有限公司 伊旗

25 C1500002009041120012492 鄂尔多斯市蒙西鑫源煤业有限公司 煤 鄂尔多斯市蒙西鑫源煤业有限公司 鄂旗

26 C1500002010121120086451 鄂尔多斯市蒙西鑫盛煤业有限公司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蒙西鑫盛煤业有限公司 鄂旗

27 C1506002010076120071519 达拉特旗天宝石英砂矿业有限公司 铸型用砂 达拉特旗天宝石英砂矿业有限公司 达旗

28 C1500002011061120113119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蒙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杭盖沟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蒙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达旗

29 C1500002010071120070525 准格尔旗赵二成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煤 准格尔旗赵二成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30 C1500002010121120086468 伊金霍洛旗常青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 伊金霍洛旗常青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伊旗

31 C1500002010031120058132 准格尔旗杨家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煤 准格尔旗杨家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32 C1500002010041120064476 伊旗机井队巴龙图沟煤矿 煤 伊金霍洛旗赛特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旗

33 C1500002011011120104454
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煤炭经营运销公司小纳
林沟煤矿

煤 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煤炭经营运销公司 伊旗



34 C1000002011071120116482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宏景塔一矿 煤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准旗

35 C1500002009081120031066 内蒙古华通瑞盛能源有限公司兴旺露天矿 煤 内蒙古华通瑞盛能源有限公司 达旗

36 C1500002009091120040778 内蒙古浩源煤炭有限公司 煤 内蒙古浩源煤炭有限公司 达旗

37 C1500002012081120126757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潮脑梁煤炭有限公司 煤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潮脑梁煤炭有限公司 达旗

38 C1500002011071120115593 鄂托克旗棋盘井呼武煤矿 煤 鄂托克旗棋盘井呼武煤矿 鄂旗

39 C1500002009032120008348 鄂托克旗庞树生铁矿石场 铁矿 鄂托克旗庞树生铁矿石场 鄂旗

40 C1500002011061120113140 鄂托克旗东亨煤矿 煤 鄂托克旗东亨煤矿 鄂托克旗

41 C1500002011061120115040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聚能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壕赖梁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聚能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准旗

42 C1500002010121120092603 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 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东胜

43 C1500002010071120071182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蒙泰远兴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远兴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蒙泰远兴煤炭有限责任公 准旗

44 C1500002010121120092180
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家塔煤矿

煤 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伊旗

45 C1500002009041120009620
准格尔旗神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哈达煤
矿

煤 准格尔旗神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46 C1500002009031120008369 准格尔旗海伊奎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煤 准格尔旗海伊奎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47 C1500002011021120107041 准格尔旗川掌镇石圪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 准格尔旗川掌镇石圪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48 C1500002011061120115047 准格尔旗川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煤 准格尔旗川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49 C1500002010051120064456 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煤 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伊旗

50 C1500002011071120115946 伊金霍洛旗德隆矿业有限公司 煤 伊金霍洛旗德隆矿业有限公司 伊旗

51 C1500002009041110013722
内蒙古准格尔旗美日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花图
沟煤矿

煤 内蒙古准格尔旗美日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52 C1000002009061110020752 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青春塔煤矿 煤 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 准旗

53 C1500002009071120028058
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富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崔二圪咀煤矿

煤 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富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54 C1506002009067130021625
内蒙古蒙西高岭粉体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旗
脑包湾高岭土矿

高岭土 内蒙古蒙西高岭粉体股份有限公司 准旗

55 C1506002009036120008092
内蒙古鄂托克旗双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哈马
太碱矿

天然碱(Na2CO3) 内蒙古鄂托克旗双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旗

56 C1500002011041120110389
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碾盘梁煤矿二
井

煤 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 东胜

57 C1500002011071120115947 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碾盘梁一井 煤 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 东胜

58 C1500002009051120016209
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纳林庙煤
矿

煤 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准旗

59 C1500002009071120028064 内蒙古星光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号井 煤 内蒙古星光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