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煤协会行调函〔2021〕 16号

美于开展2021年煤炭行业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年度复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和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要求,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9〕 35号)文件要求,

扎实做好煤炭行业企业信用建设工作,按照《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

用评价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国能发资质〔2017〕 37号)要求,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对已经取得信用等级的企业开展年度复查。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复查准备

(一)复查对象‥ 2020年取得信用等级的企业(附件1)。

(二)材料准备‥ 企业信用建设工作汇报材料,填写《煤炭行

业企业信用评价年度复查申请表》 (附件2)和《煤炭行业企业信用

评价年度复查自评得分表》(附件3),并于2021年6月30日前邮寄

(EMS)到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业协调部,同时发迭电子版文档。(相

关附件可在国家煤炭工业网查询下载)

(三)企业应确定专人负责复查工作并将联系人及其通讯方式



捉前上报我会。

二、复查(抽查)程序

根据《煤炭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规定,我会收到

复查材料后,将组织专家进行书面评审,并进行现场复查(抽查)。

根据书面评审和现场检查结果形成复查意见,确定复查企业的信用

等级,复查合格者继续享有原信用等级,不合格者相应下调或取消

原信用等级,并进行公示。

如果企业拟捉高信用级别,可正式提出申请并认真进行准备,

我会将按照规定程序,组织专家评价定级。

三、复查要求

(一)煤炭行业企业信用等级复查,坚持“诚信为本,实事求是”

原则。企业复查申报材料,要如实反映2020年度企业信用建设工作

情况(主要包括组织创新、制度建设、应收应付账款管理、评价结

果应用及信用建设对企业工作的促进等)、技术经济指标和企业有关

的信用记录,对发生异常波动的指标和不良记录要附加说明。

(二)请各有关省(区、市)行业协会认真纽织企业复查。请

各有关企业按规定及时报送复查材料,否则将按自动放弃原信用等

级处理。

(三)复查企业应将企业信用等级证书同时邮寄至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加盖复审记录章。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杨五毅

电 话‥ 010-64463856/18611953773

一
2
-



邮 箱: mtX)砌@qq.com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3区35号楼煤炭大厦1805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业协调部

邮 编: 100013

附件1: 2021年度煤炭行业信用等级复查企业名单

附件2:煤炭行业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复查表

附件3:煤炭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年度复查自评得分表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综合部 2021年1月29日印发

共印2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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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度煤炭行业借用等级复查企业名单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龙煤鸡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微山金源煤矿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邱集煤矿有限公司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乡宁焦煤集团神角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乡宁焦煤集团毛则渠煤炭有限公司

山西古县金谷煤业有限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怀仁中能芦子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忻州神达花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长沁煤焦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汇丰兴业曹家山煤业有限公司

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大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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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柳林盆飞贺昌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盆飞下山弗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盆飞毛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碾焉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东辉集团邓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煤矿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汇丰兴业同德焦煤有限公司

山西柳林王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东辉集团西坡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方山汇丰新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泰山隆安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乡宁焦煤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集团山西华置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中煤担水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怀仁峙峰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朔州平鲁区易顺煤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崔家沟煤矿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弗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有限公司

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青龙寺煤
矿分公司

陕西南梁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健中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省煤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充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徐州大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煤矿设计院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通用技术集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化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中勘资源勘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地高科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

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七三勘探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测队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新能源地质队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地质队

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二水文地质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三水文地质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水文地质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勘查院

四川中成煤田物探工程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一队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七队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五队

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四川益新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省煤田测绘工程院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一九勘探队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二九勘探队

西安煤航遥感信息有限公司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检测中心)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中煤浙江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浙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煤浙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云南地质勘查院

广西中煤地质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煤炭地质一五〇勘探队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五九队

贵州省黔美基础工程公司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七四队

贵州省煤围地质局一四二队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水源队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四七二有限公司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四有限公司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五一有限公司

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

青海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岩士工程勘察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甘肃煤炭地质勘查院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勘查院

广东煤炭地质一五二勘探队

广东煤炭地质二〇一勘探队

广东煤炭地质二○二勘探队

广东中煤江南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中化明达贵州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

宁夏煤炭勘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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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

煤田地质勘探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

煤田地质勘探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

质勘查队

吉林省煤炭地质调查总院

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二○三勘探队

吉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

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一○二勘探队

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二勘探队

吉林省煤田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

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江西省煤

田地质调查院)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七地质队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一七有限公司

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五三有限公司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山西省煤炭地质144勘查院

山西省煤炭地质勘查研究院

山西华台煤田地质新技术中心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察院

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

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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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公主岭钻探机械厂

南京六合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山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天地重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矿业机电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泰装工程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

山东名盾防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充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双京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煤矿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平阳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煤矿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机械制造维修分公司

山东金科星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鲁南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
运销分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洗选中心



附件2:

编号‥

煤炭行业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复查表

( 2021年度)

企业名称:

信用等级:

填报时间‥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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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一式两份,采用计算机填写,表格可从国家煤炭工业

网下载。

二、本表基本信息中分管领导、联系部门栏,指分管信用管理

工作的主要领导,以及主要负责煤炭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承担信用

管理主要职能的业务部门。

三、本表主要指标中,按复查企业所属行业不同,填写指标有

所调整:

产品销售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填写业务规模。

百万吨死亡率‥ 工程建设、机械制造、地质勘查、物流企业填

写千人轻伤率和重伤人数两项指标。

四、填表后,请发送电子邮件到邮箱mtxypj@qq. como

五、原件请用快件(EMS)邮寄: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3区35号煤炭大厦1805室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业协调部 杨五毅收

邮政编码: 100013

咨询电话‥ 010-64463856/1861195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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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信 息 

信用级别 
信用认证 时间 

证书编号 

法人代表 职务 任职时间 

分管领导 职务 
电话(含地 区号) 

联系部门 
主要 负责人 电话(含地 区号)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电话(含 地区号) 

传真 电子邮箱 

信 用 

一、企业在2020年度内有无以下当地部门的处罚记录或者不良记录。如 

有, 

请在□里打钩: 安全监管部门:□ 

质量监督部门: □ 

环境管理部门: □ 

工商管理部门‥ □ 

记 录 

税务 部 门‥ □ 

劳动保障部门‥ □ 

银 行: □ 

二、是否存在违背行约记录,包括《煤炭行业自律公约》: 三、企业在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活动中,用户满意率‥ 

主 要 荣 誉 

列出2020年企业荣获地市级及集团以上授予的主要荣誉、证书及授予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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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指 标 对 比 

主要指标 单位 上年度 
本年度 (截止当前)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 

资产负债率 % 

总资产周转天数 天 

现金流量负债比 % 

资产保值增值率 % 

销售合同履约率 % 

百万吨死亡率 (或千人负伤率) 

一 

年人均收入 万元/人 

2020年度在开展诚信建设和信用管理方面的主要成效(不超过400字)或者附2020 

年度企业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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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煤炭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年度复查自评得分表

企业名 称 企业信用评价年度复查自评得分 

基本 经营 管理 财务 社会 

情况 能力 能力 能力 信用 

企业类别 

合计得分l 
扣分原 因说明 

填报 审核 企业负责人 

注: 1、企业类别,目前划分为煤炭生产、工程建设、地质勘查、煤机制造、煤炭流通、煤炭加工

利用、售电企业等七类0

2、企业信用评价年度复查自评得分:企业根据企业所属类别,对照我会现行企业信用等级评

价标准,组织专家进行自我检查评价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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