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半年全市非煤矿矿山企业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名单

取证单位 取证单位地址 许可证号 许可证有效期 工商注册号 取证单位类型
主要

负责人
经济类型 许可范围 开采方式

五台县建安白云岩万富恒石料厂
五台县建安乡大建安

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1301Y1号

2020/3/27 至 

2023/3/26
92140922MAOGYPCX12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徐钰茹 个体工商户 白云岩 露天开采

定襄县东鑫石料厂
定襄县南王乡眉应口

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86号

2020/6/15 至 

2023/6/14
92140921MAOHBK410Q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刘龙 个体工商户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神池县正通矿业有限公司 神池县龙泉镇北城街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21号

2020/2/3 至 

2023/2/2
91140927578479409A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张开旗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岢岚县凯裕石料厂
岢岚县高家会乡羊圈

会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22号

2020/2/3 至 

2023/2/2
91140929L17947121E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程三梅 个人独资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五寨县振兴砖厂 五寨县葛家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1号

2020/3/19 至 

2023/3/18
91140928563555712A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赤明春 个人独资 砖瓦用粘土 露天开采

保德县凯裕石料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义门镇岳家沟

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87Y1号

2020/6/15 至 

2023/6/14
91140931344447252U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王占永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河曲县沙坪三鑫石料厂
河曲县沙坪乡白道反

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55号

2020/5/18 至 

2023/5/17
91140930MAOGTGCXXW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雷桂田 个人独资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五台县地质矿产开发公司五级白

云岩矿

五台县东冶镇五级地

村

(晋)FM安许证字

[2019]H11272Y1号

2020/1/22 至 

2023/1/21
91140922678196190U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杨俊伟 集体企业 白云岩 露天开采

宁武县奇石宝有限责任公司
宁武县余庄乡硫磺沟

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88号

2020/6/15 至 

2023/6/14
9114092566237911XW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宋宏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岢岚县山和石料厂 岢岚县水峪贯寨山沟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23号

2020/2/3 至 

2023/2/2
91140929L31063963G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白元怀 个人独资 建筑石料用灰岩 露天开采

五台县石粉厂 五台县东冶镇槐荫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3号

2020/3/19 至 

2023/3/18
911409221119510604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田降国 集体企业 白云岩 露天开采

五寨县新寨乡三友砖厂 五寨县新寨乡新寨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2号

2020/3/19 至 

2023/3/18
92140928MAOHAJKA86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贺富林 个体工商户 砖瓦用粘土 露天开采

繁峙县义联金矿有限公司（525m-

300m）

繁峙县砂河镇义兴寨

村南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12号

2020/1/20 至 

2023/1/19
91140924689876650U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赵前文 有限责任公司 金矿 地下开采



原平市鼎盛石材有限公司
原平市苏龙口村辛庄

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41号

2020/4/27 至 

2023/4/26
91140981330590250Y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何国秋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用辉绿岩 露天开采

繁峙县金方圆矿业有限公司铁矿

Ⅱ采区

繁峙县岩头乡南磨村

东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69B1Y1号

2020/7/17 至 

2023/7/16
91140924792248396B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 范润廷 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 地下开采

繁峙县鑫丰矿业有限公司（大李

老沟尾矿库）

繁峙县岩头乡李老沟

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395号

2020/1/13 至 

2023/1/12
9114092469913874XR 尾矿库 李鹏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代县富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

库
代县聂营镇黑山庄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6号

2020/3/19 至 

2023/3/18
911409235973624257 尾矿库 刘永牛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原平市章腔矿业有限公司（郭地

岗沟尾矿库干堆）

原平市苏龙口镇章腔

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1253Y1号

2020/1/16 至 

2023/1/15
91140981065581037R 尾矿库 郭英军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忻州市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窖沟尾矿库）
代县聂营镇赵家庄村

(晋)FM安许证字

[2019]H11255Y1号

2020/1/16 至 

2023/1/15
9114092373631677X2 尾矿库 刘连科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代县阳鑫矿业顺峰有限责任公司

（北土同沟尾矿库）
代县滩上镇口前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13号

2020/1/20 至 

2023/1/19
91140923586155279X 尾矿库 张立功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尾矿库运行

繁峙县宏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

矿库

繁峙县集义庄乡白石

头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14号

2020/1/20 至 

2023/1/19
911409247435119286 尾矿库 张连生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五台县鑫大鑫矿产有限公司（尾

矿库）
五台县豆村镇香峪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07号

2020/1/13 至 

2023/1/12
91140922736327886 尾矿库 邵子义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代县全成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尾矿库）
代县枣林镇槐树院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1252Y1号

2020/1/16 至 

2023/1/15
91140923783270217K 尾矿库 陈树生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代县双立选厂黑石沟尾矿库（干

堆）
代县聂营镇黑石沟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117号

2020/6/29 至 

2023/6/28
911409235973990335 尾矿库 李忠伟 普通合伙 尾矿库运行

繁峙县腾飞矿业选冶有限责任公

司笔峰选厂分公司（尾矿库）
繁峙县繁城镇笔峰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118B1号

2020/6/29 至 

2020/7/16
911409247572982080 尾矿库 刘向文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代县众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

矿库）（干堆）
代县聂营镇东段景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396号

2020/1/6 至 

2023/1/5
911409235885494580 尾矿库 史俊红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五台县太星选矿有限公司（泗阳

村尾矿库）
五台县蒋坊乡泗阳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08号

2020/1/13 至 

2023/1/12
91140922764689792F 尾矿库 董秀峰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繁峙县佳煜重介材料加工厂（尾

矿库）
繁峙县杏园乡小砂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397号

2020/1/6 至 

2023/1/5
91140924MAOGWGGR2M 尾矿库 魏华 个人独资 尾矿库运行



原平钢铁有限公司皇家庄铁矿

（尾矿库）

忻州原平市苏龙口镇

皇家庄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1848B1号

2020/1/6 至 

2020/10/29
9114098106801381X7 尾矿库 吴栓柱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尾矿库运行

代县鸿晋选厂（尾矿库） 代县聂营镇西段景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10078Y2号

2020/2/20 至 

2023/2/19
91140923573379206A 尾矿库 刘向东 个人独资 尾矿库运行

繁峙县宏达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东堰房沟尾矿库）

繁峙县神堂堡乡三角

村

(晋市)FM安许证字

[2020]H105Y1号

2020/6/22 至 

2023/6/21
91140924748578080G 尾矿库 王占荣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繁峙县滹源祥磁选厂（东庄尾矿

库）

繁峙县横涧乡东庄村

东南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398号

2020/1/6 至 

2023/1/5
91140924MAOGREDF2L 尾矿库 康海瑞 个人独资 尾矿库运行

代县鑫丰源矿业有限公司（大敦

素选矿厂山底尾矿库）
代县枣林镇大敦素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409号

2020/1/13 至 

2023/1/12
91140923395182426H 尾矿库 聂冰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繁峙县万鑫矿业有限公司（尾矿

库）
繁峙县繁城镇东魏村

(晋)FM安许证字

[2020]H12399号

2020/1/6 至 

2023/1/5
9114092457599515XX 尾矿库 钟海军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库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