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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川矿业 http://www.tckwj.com 陕西铜川、榆林地区 白 恒 0919-2101678 tckwjrlzyb@163.com

2 韩城矿业 http://www.hckwj.com 陕西韩城 邢军海 0913-5261348 2475440871@qq.com

3 澄合矿业 http://www.chkygs.com 陕西省澄城、合阳
王  猛
彭俊香

0913-6791187 smchkyzp@163.com

4 蒲白矿业 http://www.pbkygs.com/
陕西蒲城、白水、黄

陵
侯文泉 0913-7560209 11173899@qq.com

5 彬长矿业 http://www.bchgs.com 陕西彬县、长武 李何红 029-33191602 bchzp@qq.com

6 黄陵矿业 http://www.hlkyjt.com.cn 陕西黄陵 贾晓毅 0911-5585086 huanglky@163.com

7 陕北矿业 http://www.sncoal.com 陕西神木、府谷 曲 波 0912-3505976 sbkygszp@163.com

8 榆北煤业 http://www.ybcoal.com/ 陕西榆林地区 曹振军 0912-3383525 307259723@qq.com

9 陕化集团 http://www.shhggroup.com 陕西渭南市华州区 孟 烨 0913-3088049 sxhshghr@163.com

10 渭化集团 http://www.wei-he.com.cn 陕西渭南、彬州 闫艳萍 0913-2106063 whrqb@163.com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 陕焦公司 陕西富平 王 莉 0913-8677258 1103176572@qq.com

陕西黄陵煤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黄陵煤化工 陕西省黄陵店头镇 贾 蕊 0911-2617212 578780577@qq.com

12 蒲城洁能 http://www.chinapcec.com 陕西蒲城 田 源 0913-8186034 pcechrm@126.com

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能源发展 http://www.smsmny.com/ 陕西神木 雷永中 0912-2335862 670416159@qq.com

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天元化工
http://www.tyci.com.cn/inde

x.php
陕西神木 许 涛 0912-8499279 tyhghr@163.com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神木富油
http://www.fuyounengyuan.co

m/
陕西神木 赵瑞霞 0912-8492611 smfyhr@126.com

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化发展 http://www.smjtsmdh.com/ 陕西神木 焦  萍
0912-8455708
13720443568

smdhhr5684@163.com

14 北元集团 https://www.sxbychem.com/ 陕西神木 慕艳梅 0912-8496600 451340256@qq.com

15 榆林化学 陕西榆林 王女士 0912-6185050 ylhxzpw@163.com

附件二

13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陕北矿业公司

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

神木煤化工
产业有限公

司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sxco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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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澄合矿业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11
陕西陕焦化
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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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鑫垣 www.sxdxyhg.com 陕西府谷 白 龙 0912-8805325 sxdxyhgzp@163.com

17 胜帮科技 http://www.spangchem.com 上海、西安 赵 杨
021-33932215、
33932219转8113

hr@spangchem.com

18 陕钢集团 http://www.shaangang.com
陕西韩城、汉中、商

洛
吴 桐 029-68515021 shanganghr@163.com

19 铁流集团 http://www.shrlig.com/ 陕西榆林、神木 杜 超 029-81133026 tljtzp2101@126.com

20 重装集团 http://www.xazgzb.com/
陕西西安、高陵、铜

川、渭南
苏 昊 029-82210861 xazgzbzp2021@163.com

21 建设集团 http://www.shxmhjs.com 陕西省内各地 刘军强 029-86532157 smhjsjthr@163.com

22 陕建机 http://www.scmc-xa.com 陕西西安 王老师
029-86969638
029-82592238

SCMC_HRD@163.com

23 物资集团 http://www.shccmg.com
陕西黄陵、神木、彬
州、长武，重庆、上

海、肥乡、卤阳
高女士 029-21772178 gaoshan@shccmg.com

24 运销集团 http://www.smyxjt.com
陕西神木、黄陵、韩

城、铜川
郭瑞莉 029-89283191 1840918004@qq.com

25 技术研究院 http://www.sxccti.com/ 陕西西安
张生军
韩  琪

029-89801226
029-81772071

smhjsyjy@126.com

26 神渭管运 http://www.smswgy.com
陕西渭南、延安、榆

林地区
郭  辉
张淑怡

13630247692
15029672181

smswgyzp@163.com

27 煤层气公司 http://www.shxmcq.com
陕西彬县、黄陵、铜
川、澄城、韩城、榆

林

朱田萍 029-81772296 826355023@qq.com

28 新型能源 http://www.shccineg.com
陕西神木/甘肃/河北

/河南/山西
胡 鑫 13991124717 87439823@qq.com

29 生态水泥 http://www.smstsn.com
陕西高陵、富平、黄

陵
霍维莹 15389062986 576869740@QQ.COM

30 实业集团 http://www.smhsyjt.com/
陕西铜川、韩城、澄
城、蒲城、汉中、镇

安
陈  鹏 029-81772408 2398320495@QQ.COM

31 榆林合力 陕西榆林地区各县 白晓彦 15591274253 360659513@qq.com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东鑫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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